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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冠确诊病例 7 月初以来激
增，继 7 日起关闭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
州边界，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决定升
级防控疫情的限制性措施，定于 8 日“封
城”，为期 6周。

“第二波疫情边缘”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过去一周

里澳大利亚新增病例绝大部分出自该州。
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 7 日宣布

“封城”决定。
依据决定，墨尔本都市圈的限制性措施

8日起升至第三级，即“居家”级别，除前往工
作地点、购买食物、就医等必要情况，居民应
留在家中。餐厅、咖啡馆、酒吧只能提供打
包外卖服务，健身房和理发店关闭，学校假
期延长。

墨尔本都市圈有 490万名居民。维多利
亚州一处有 4.4万居民的市镇将与墨尔本同
时升级至同样级别。

州长安德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
显我们处在第二波疫情的边缘，我们不能让
病毒穿透我们的社区……事关生死。”

安德鲁斯敦促人们恪守规定：“你我身
边都有一些人不遵守规定，我想大家都明
白，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走过这些艰难的坎
儿。”

封锁州界首日
安德鲁斯形容说，封城就像“给墨尔本

套上一个环，我们实际上是在保护整个维多
利亚州的居民”。

与一些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疫情不算严
重 ，至 今 确 诊 病 例 大 约 8800 例 ，死 亡 106
例。但是 7 月初的一周里，澳大利亚平均单
日新增病例 109 例，远高于 6 月第一周的日
均 9例。

7日澳大利亚报告 24小时新增病例 199
例，为 4月初以来最高，其中 191例出自维多
利亚州，为疫情暴发以来该州单日最高。

维多利亚州政府上周末完全封闭墨尔
本发现病例的 9 栋公共住宅大楼，由执法人
员把守出入口。

7日是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关闭
边界的第一天。数百名警察和军人部署在
边界上。未获得许可经由公路、河流、山野
小路偷偷穿越两州的人员，将面临 1.1 万澳
元（约合 7700美元）罚款和 6个月监禁。

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
亚人口最多的两个州。路透社报道，这是百
年来两州首次关闭边界，上次关闭是在 1919
年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间。

居住在边界市镇的居民可以申请跨州
许可。然而，就在边界即将关闭的数小时
前，供居民申请跨州许可的电子系统仍未上
线。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先前
说，没有重开边界的时间表，发放跨州许可
可能需要耗时 3天。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墨尔本封城

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
专家 7 日表示，对于近来一些科研人员提出
的有关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观点，
世卫组织持开放态度，正在汇总病毒传播方
面的各项研究进展。那新冠病毒确实有可
能通过空气传播吗？应该怎么预防？

此前，239 名科研人员向世卫组织发出
一封公开信，希望世卫组织修改其新冠防疫
指南。他们认为一些带有新冠病毒的微粒
能悬浮在室内空气中，被人体吸入并导致感
染，因此，呼吁各方深入研究和确认新冠病
毒经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中，提到了“气溶胶传播”，这与空气传播是

一回事吗？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气

溶胶实验室负责人要茂盛教授就此表示，空
气传播实际上就是气溶胶传播。气溶胶指
在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颗粒直径一般小于
100 微米（0.1 毫米），我们熟悉的 PM2.5 就是
一种气溶胶。生物气溶胶指悬浮在空气中
的病毒、细菌、真菌、花粉以及其他来自生物
的副产物等。飞沫其实也是生物气溶胶的
一种。如果是病人呼出的气溶胶，可能包含
病毒等多种病原体。

第六版诊疗方案说，经呼吸道飞沫和密
切接触传播是新冠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在
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
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要茂盛说，在通风条件不好且比较狭小
的空间里，患者呼吸、咳嗽、打喷嚏产生的携
带病毒的气溶胶浓度会马上累积起来，很快
升高。一段时间后，在这个空间内的健康人
感染概率会非常大。而在户外开放空间，新
冠病毒气溶胶有可能顺风传播很远，但浓度
和感染能力被大气稀释和衰减到可以忽略
不计，即使健康人吸入，剂量也会很小，活性
也显著衰减，不易致病。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凯尔克霍弗 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该组织专家正在汇总当前有关新冠病毒
传播方面的研究进展，未来几天将以简报形
式公布所有已知结果。她同时建议不论结
果怎样，都应采取综合预防措施，包括保持

社交距离、在适当的场合佩戴口罩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6月中旬刊登的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是防
止病毒人际传播的最有效手段。在疫苗研
制出来之前，这一花费并不大的做法，连同
保持社交距离、隔离以及追踪密切接触者，
是阻止新冠疫情传播的有效方式。

要茂盛建议，公众要尽量少去人流量大
的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勤洗手、戴口罩。需
要注意口罩防护效果并非 100％，即便是
N95 口罩，国外研究报道也有 20％的失败
率。口罩还可能有漏气问题，病毒气溶胶可
能从口罩和面部之间的缝隙以及漏气孔被
吸入。健康人还是要远离暴露源，特别是在
封闭和半封闭的有病人待过的空间。

新冠病毒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吗

新华社日内瓦 7月 7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专家 7 日表示，针对近期有关新冠病
毒经空气传播的报告，该组织认为，目前
有关病毒传播方式的科学研究仍在不断
更 新 ，因 此 ，对 相 关 研 究 结 论 持 开 放 态
度。世卫组织目前正在汇总病毒传播方
面的各项研究进展，未来几天内将以简报
的形式公布。

6 日，239 名科学家向世卫组织发出
一封公开信，希望世卫组织修改其新冠
防疫指南。他们认为新冠病毒颗粒能悬
浮在室内空气中，经人体吸入并导致感
染，因此，呼吁医学界和相关国家及国际
组织对新冠病毒经空气传播的可能性予
以确认。

世卫组织在其 6 月份更新的新冠防疫
指南中说，公众要避免感染或传播病毒，需
要保持基本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避免触
摸口鼻并安全饮食；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尽
可能避免与任何表现出呼吸道疾病症状的
人密切接触，与他们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等。

世卫组织感染预防与控制部门技术
负责人贝妮代塔·阿莱格兰齐在 7 日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数月世卫组织专家
已和上述一些专家有过讨论与合作，并承
认病毒传播途径领域的研究目前不断有
新的科研证据涌现。世卫组织对这些证
据及其对病毒传播途径研究结果和所需
预防措施方面可能引发的改变都持开放
态度。她同时强调，针对新冠病毒传播途
径的研究目前不断有新发现，一些科研证
据也具有不确定性，不排除在公共场所，
尤其是拥挤且通风不良的场所中，病毒能
通过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她建议在这类
场所中采取尽可能充分的预防措施，包括
佩戴口罩等。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凯尔克霍弗也表示，该组织专家正
在汇总当前有关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的研究
进展，未来几天将以简报形式公布所有已
知结果。她同时建议不论结果怎样，都应
采取综合预防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在
适当的场合佩戴口罩等。

世卫组织很快将公布
新冠病毒传播方面新研究进展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7日说，随着国
内口罩供应趋稳，当前实行的口罩限购制
度将于 11日正式结束，民众从 12日起可以
不限量购买医用口罩。

由于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口罩供不应
求、价格飙升，韩国 2 月底 3 月初开始实行
政府主导的口罩限购制度。每人每周限购
的口罩数量最初是 2 个，后来逐渐上调至
10 个，单价大约 1500 韩元（约合 8.8 元人民
币）。

口罩限购制度原定 6月 30日到期。韩
国政府上月决定，将这一制度的有效期延
长到 7月 11日。

韩国 5 月颁布“口罩令”，要求民众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以阻遏新
冠病毒传播。在首都首尔，一名 50 多岁男
子由于坐公交车不戴口罩、并且在司机提
醒时攻击对方，6月 20日被捕，成为韩国因
违反“口罩令”被捕第一人。

韩联社 7 日援引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
处统计数据报道，自 6 月初以来，韩国每周
口罩产量超过 1 亿个。这一政府部门评估
认为，近来韩国民众口罩需求比较稳定，口
罩供应持续增加，为取消限购提供条件。

韩国政府表示，会确保口罩储备充足，
以防范购买需求突然猛涨的紧急情况。

为保障国内口罩供需平衡，韩国政府
将维持现行出口限制措施，继续禁止手术
专用口罩和防飞沫口罩出口；但允许口罩
生产商提高医用口罩的出口比例，从总产
量的 30％提高到不超过 50％。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7 日发布的
疫情数据，截至当天零时，韩国较前一天零
时 新 增 44 例 确 诊 病 例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13181例，累计死亡病例 285例。

现阶段，韩国新冠疫情社区感染呈现
多地传播势头，境外输入性病例有增无减，
防疫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新华社特稿

韩国将取消口罩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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