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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现人感染 H5N8 禽流感
新华网消息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20日表示，
去
年12月，
俄南部一养殖场暴发禽流感疫情，
俄
“矢量”
国家科学中心的专家，
从该养殖场
的7名员工身上分离出了H5N8型禽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波波娃表示，
“这是全球首
次发现人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
”
她同时表示，
俄方已立即采取相关必要措施。7名
感染者症状较轻，
目前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
但不排除今后病毒发生变异导致人传人。

H5N8 型
全球首次发现人感染此型禽流感
据了解，H5N8 型禽流感病毒是一
种在禽类之间传播的高度传染性病
毒，近几个月以来，全球多地陆续暴发
H5N8 型禽流感疫情，造成大量家禽和
野生鸟类死亡。但自 2014 年全球首次
发现 H5N8 型禽流感病毒以来，还没有
发现人感染这种病毒的病例。
2016 年欧洲多国陆续暴发 H5N8
型禽流感疫情，造成大量家禽和野鸟
死亡。日本、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
伯、以色列、纳米比亚、印度、美国等国

都曾发现 H5N8 型禽流感病毒。
分析报告指出，野生鸟类在迁徙
途中可能面临感染或传播 H5N8 型禽
流感病毒的风险。携带 H5N8 型禽流
感病毒的野生迁徙鸟类，可能导致家
禽养殖场的饲料沾染该病毒。此外，
沾染了 H5N8 型禽流感病毒的交通工
具、设备、污染物、活体动物以及动物
类制品也可能传播这种病毒。
传人类型
感染人类的三个亚型 H5、H7 和 H9
流感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三型。

其中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血凝素蛋
白（HA）的不同可分为 1 至 16 种亚型，
根据病毒神经氨酸酶蛋白（NA）的不
同可分为 1 至 9 种亚型。HA 的不同亚
型可以与 NA 的不同亚型相互组合，形
成百余种不同亚型的流感病毒。
例如 H7N9 和 H5N1 都属于甲型
流感病毒，但有明显区别。H7N9 和
H5N1 主要在动物中传播，偶尔感染人
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H7N9 在
禽类中引起的症状较温和，在禽类间
易于传播且难以发现，增加了人感染
该病毒的风险，H5N1 则对禽类有高致
病性。
由禽流感病毒某些亚型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被称为“人禽流感”，
目前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亚型主要
为 H5、H7 和 H9 三个亚型。患者一般
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发热、咳嗽、少
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腹泻等全

身症状，可经呼吸道传播或密切接触
染疫禽类的分泌物、排泄物而患病，或
者通过接触被禽流感病毒污染的环境
染病。
如何预防
可不可以放心食用鸡肉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贝
尔纳·瓦莱特认为，只要加热到 70 摄氏
度以上，禽流感病毒就会死亡，因此避
免禽流感危害与是否吃鸡肉应是两码
事。人们烹饪食品的温度通常要比 70
摄氏度高得多。世卫组织专家介绍，
在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地区，只要肉类
产品在制备过程中被正确烹饪和处
理，便可安全食用，但食用生肉和未经
充分烹饪的含血肉制品是高危行为，
应该避免。对于民众来说，减少与活
禽接触、勤洗手、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对
预防禽流感十分重要。

拜登政府“满月”内外“创伤”难愈
而是取消“坏政策”。

■“创伤”难愈合

■重整“朋友圈”

新华网消息 美国
新一届政府上台已有一
月。在此期间，拜登政
府施政的一大特点是密
集摒弃或逆转前政府有
关“政绩”和政策，相当
程度回归了建制派施政
传统。但在美国内部政
治极化加剧、外部形象
受损的背景下，拜登政
府推行其政治议程前路
多艰。

■取消“坏政策”
拜登上台一个月来动作频繁。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
截至 2 月 19
日，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及其他行政措
施共计 53 项，
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应对新冠疫情是美国新政府的首
要任务。上述53项行政命令及措施中，
涉及疫情应对的多达 15 项。拜登上台
当天签署的第一项行政令就是“百日口
罩令”，
与前任总统特朗普面对口罩的态
度截然相反。拜登政府还出台了应对新
冠疫情国家战略。拜登及其所在的民主
党过去一个月在国会力推一项总额 1.9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
以抗击疫
情和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种族问题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
政策焦点之一。1 月 26 日，
拜登签署了
涉及住房、
监狱改革、
原住民等领域的多
项行政命令。这些措施被认为是新政府
对去年以来美国种族矛盾激化的回应。
如果说上述措施是应对前政府留
下的问题，那么拜登政府新出台的移
民等政策基本就是在消解特朗普政府
的“政绩”。这些新政包括停止修筑美
墨边境墙、取消移民申请家庭强制分
离政策、取消针对部分伊斯兰国家的
人员入境限制等。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在拜登签
署的 53 项行政命令和措施中，20 项是
对特朗普时期政策的逆转。拜登说，
他签署的那些行政令并非设立新规，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
拜登政府上台
一个月以来，
对前政府政策均做出大幅
外交方面，拜登政府逆转了前政
修正。但分析人士认为，
在当前美国面
府在气候、军控、伊核等问题上的立
临的内外形势下，
拜登政府继续推行其
场，兑现了部分竞选诺言。
“去特朗普化”政策面临诸多挑战。
拜登上任首日签署行政令，
宣布美
拜登上台后签发大量行政令，
是出
国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停止
于快速废除特朗普政治遗产、
开启自身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拜登政府
政治议程的考虑。但美国媒体刊文指
次日又表示寻求将美俄《新削减战略武
出，总统的行政令虽然具有法律效力，
器条约》延长 5 年，
随后在 2 月 5 日条约
但本身并非法律，与国会立法相比，其
有效期结束前与俄方完成了续约手
效力更短且更容易被推翻。此外，
国会
续。2 月 8 日，拜登政府宣布以观察员
共和党人对其手法已相当不满，
这势必
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 月 18
给未来两党合作增添难度。美国社会
日，
拜登政府表示愿与包括伊朗在内的
的种族矛盾、政治撕裂、社会不公等痼
伊核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
讨论伊核问
疾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有根本性改观。
题。此外，
拜登政府还改变前政府在也
共和党人还有可能在重要的人事
门问题上的立场，
宣布不再支持沙特阿
问题上给拜登政府制造难题。美国
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 《政治报》刊文指出，虽然民主党人夺
动。美国新政府还叫停了前政府从德
回了参议院控制权，但优势极其微弱，
国撤走部分驻军的计划。
共和党人已成功拖延了几名有争议提
拜登 2 月 4 日在国务院发表就任
名人选的认证进度。目前，拜登提名
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表示必须通过
的 23 名内阁官员中只有 7 人得到了参
外交手段与盟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议院批准。
强调盟友是美国“最大的资产之一”。
在对外政策上，拜登政府不仅面
2 月 19 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临国内阻力，还需克服盟友和国际社
发表视频讲话，表达他对修复跨大西
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美国乔治敦大
洋伙伴关系的决心。也就在同一天， 学国际关系教授查尔斯·库普钱表示，
美国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美国作为“灯塔”和“山巅之城”的形象
分析人士指出，与前政府相比，拜
已被明显破坏。有分析人士指出，美
登政府在继续沿袭大国竞争观的同
欧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并不容易弥合，
时，在方式上更注重拉拢盟友，试图重
美国前政府各种“折腾”带给盟友的
塑美国在盟友圈里的形象和影响力。
“精神创伤”短期难以愈合。

【年度盘点】生意不好做但运气真不错
武汉新洲的孙先生（化姓）
是双色球第 2020102 期湖北省
四位大奖得主中最后领奖的彩
民，奖金达 513 万元。
孙先生 40 出头，是妻子和
两个好朋友陪他来领奖的。
孙先生以前做建材生意，
受疫情影响，今年生意亏了不
少。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采

取补救措施，平时总是非常忙，
今年买彩票次数明显减少了。
孙先生觉得今年买彩票的
运气还不错，在双色球 2020101
期 ，孙 先 生 中 了 10、25、28、30
共 4 个红球。第 2020102 期，他
就在上期中奖号码基础上，作
了增减、修改。孙先生一时拿
不准蓝球，就把感觉比较好的

12 个蓝球全包了，产生了这组
7＋12 的号码。
当晚 11 时许，孙先生就知
道了中奖
的消息。
孙 先 生
说 ，大 奖
奖金来得
正当时，

有了这笔资金，他的生意一定
会越来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