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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堪培拉2月13日电
综合澳大利亚媒体最新报道，受
持续数月的林火影响，澳大利亚
113个本土物种面临生存威胁，
急需干预救助。

据报道，澳大利亚林火肆虐
威胁到很多动物物种的生存，一
个专家组受委托进行相关调查。
这个专家组日前提交澳政府的报
告显示，尽管目前林火尚未导致
有物种灭绝，但有多达113个本
土物种状况堪忧，需紧急行动予
以救助。

这113个物种包括13种鸟
类、19种哺乳动物、20种爬行
动物、17种蛙类、5种无脊椎动
物、17种淡水鱼和22种多刺小
龙虾。它们中大部分物种的栖息
地烧毁面积超过 30%。其中，
澳大利亚袋鼠岛上的袋鼩情况最

危急，它们超过95%的活动区
域已被烧毁。

专家组说，在接下来的12
个月中，这113个物种会被纳入

“紧急管理干预”重点，救助措
施包括保护剩余栖息地、补充食
物以及将最脆弱的物种移至动物
园或保护区等。

澳大利亚濒危物种专员萨
莉·博克斯表示，其中一些物
种此前并非濒危，但是林火给
它们带来了巨大影响，比如华
丽琴鸟和帕尔马沙袋鼠，因为
它们的生活范围主要在林火蔓
延的地区。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
澳大利亚全国有超过10亿只动
物在林火中丧生，其中很多是
澳大利亚特有物种之一——考
拉。

受持续数月的林火影响

澳113个物种面临生存威胁

新华社阿克拉2月12日电
阿布贾消息：尼日利亚卫生部门
11日说，正在全力调查近来出
现的一种不明疾病，目前已有
104人染病，至少15人死亡。

尼卫生部门介绍，这种疾病
从1月份开始在该国贝努埃州出
现，患者症状包括头痛、发热、
腹泻、呕吐、胃痛、身体乏力
等。

尼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希奎·
伊奎祖说，已排除该病为拉沙
热，患者的黄热病检测结果也为
阴性。目前正检测相关地区水体
样本，以了解是否存在化学中毒
的可能。

贝努埃州政府表示，他们
已将出现疾病地区的水体、沙
子、鱼类和植物样本送至国外
检测。

尼日利亚调查一种不明疾病
目前已有104人染病 至少15人死亡

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记者2月
13日从科技部获悉，钟南山、李兰娟
院士团队近日分别从新冠肺炎患者的粪
便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发
现证实了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
毒，对于准确认识疾病的致病传播机
理，帮助全社会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
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专家
表示，是否存在粪口传播目前还需进一
步研究，不要过度紧张或恐慌，一定要
勤洗手、勤消毒，食物煮熟再吃，注意
个人和家庭卫生，注意下水道的通畅及
必要的消毒。

钟南山院士团队专家、呼吸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金存教授介绍，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
室、广州海关技术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
验室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合作，从
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拭子标本中分
离到一株新型冠状病毒。该样本是由珠
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提供的粪便拭
子标本，实验室通过多种细胞系接种样
本并传代，最终从Vero E6细胞中成
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李兰娟院士团队近日也同样从患者粪
便样本中分离到病毒。浙江大学传染病
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南屏教授

介绍，研究人员从5份粪便样本中分离到
了3份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在分离出的细
胞里也观察到明显病变，经过检测并常规
盲传及再次标本分离都确认了病毒的存
在。

“我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个情况，
流行病学专家还需进一步调查确认，是否
有较强的传染性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
科学研究。如这个粪便里的病毒是吞进去
的还是在肠道细胞增殖，以及与血液的关
系、痰液的关系、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南屏说。

吴南屏建议：“大家注意公共卫生，
多洗手、吃熟食，食物要洗净烧透，注意

个人卫生及必要的污水处理。”
赵金存表示，这个发现证实了排出的

粪便的确存在活病毒，尽管目前还没有充
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粪口传播，但结合香港
青衣长康邨康美楼最近发生同一建筑发生
2名新冠病毒患者，可能与该楼的下水道
的污染相关。

“提醒大家要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
清洁，如便后洗手，注意下水道的通
畅，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粪便病毒的传
播。患者粪便中病毒的分离为我国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信
息，对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赵
金存说。

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从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专家建议：注意个人卫生及必要的污水处理

据新华社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批准，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
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武汉火神
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
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
患者医疗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床位
860张，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计
划展开床位700张。两所医院均开设临
床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
放射诊断、药械、消毒供应、信息、医
学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海
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
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位。
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
员将分批投入支援，首批力量1400人
于2月13日抵达武汉，并计划在第一
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 3 批次
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2月13日凌
晨，空军出动运-20、伊尔-76、运-9
共 3 型 11 架运输机，分别从乌鲁木
齐、沈阳、西宁、天津、张家口、成
都、重庆等7地机场起飞，向武汉空运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

上午9时30分许，11架空军运输机
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这是我国国产
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军事
行动，也是空军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
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大空运任务。

从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中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和西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师的11架运输机，陆续从中原、
华中和西南等地军用机场起飞，先后抵
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天津滨海机
场、沈阳桃仙机场、西宁曹家堡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和河北张家
口机场。在完成医疗队员和物资装载之
后，11架大中型运输机再次升空，上午9
时开始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空军先后出
动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西部战区航

空兵某师、空降兵某旅执行空运人员和物
资工作。此外，空军军医大学150名医疗
队员除夕夜出征驰援武汉，驻鄂空军某基
地和空降兵部队出动车辆数百台次，执行
医疗器械和武汉市生活物资的网点运输保
障任务。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新华社武汉2月 13日电 截至 12
日，国家卫健委共派出189支医疗队、
21569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省的医疗救

治工作。医疗队如何开展救治，湖北特
别是武汉医院的紧张局面是否有所缓
解？

全国2万余名医疗人员驰援，能否尽快缓解湖北医院紧张局面？

支援人员工作强度大 医疗物资供应紧张

□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

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还利用网络在线
诊疗进行驰援。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
周军介绍，医院发挥远程医疗优势，指
导武汉等地新冠肺炎重症诊疗，还利用
互联网平台开展患者复诊。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了解到，医疗
队整建制接管病区，通常遇到两个具体
问题：对受援医院的系统、流程不熟
悉，听不懂武汉当地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20多名
医护人员在汉口医院呼吸科第六病区进
行支援，医疗队队长周宇麒说：“外地
医生不熟悉汉口医院的系统，办入院、
出院等手续时效率相对不高。前两天，

来了一位80多岁的患者，老人讲武汉
话，声音大又着急，我们听不明白。完
成这些磨合需要一点时间。”

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很大。
“我们派来的很多专家医生，平常主要是
问诊、决断，但现在因为人手紧缺，问
病史、写病历、办出院、做患者心理辅
导，事无巨细都得干，像住院医生一样
工作。”周宇麒说。

上海市第二批医疗队领队、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
真介绍，目前医院紧缺护工、保洁、文
员、保安，一些医务人员每天还要承担
清理病房、疏通马桶等非医务类工作。

22月月1313日日，，一批增援武汉的军队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一批增援武汉的军队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
12日表示，他对菲律宾日前决
定终止与美方《访问部队协议》
的决定并不介意，称此举能节约
美方经费。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
有关提问时做出上述表述。他
说，他的观点与别人不同，菲方
愿意终止该协议没有关系，美方
会因此节约不少经费。

特朗普同时指出他与菲律
宾领导人保持着非常好的关
系，称菲律宾此前在打击极端
武装组织战事期间曾得到美国

的帮助。
特朗普此番言论与国防部长

埃斯珀11日的表态形成鲜明对
比。埃斯珀 11 日称菲方终止
《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令人
遗憾且方向错误”，美方将对此
进行仔细研判，并在未来180天
内想办法解决该问题。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萨尔瓦
多·帕内洛12日对埃斯珀的表
态做出回应，认为菲律宾此举

“方向正确且早该如此”，且符合
菲总统杜特尔特一贯奉行的独立
自主外交政策。

特朗普“不介意”菲方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终止协议能节约美方经费

新华社东京2月13日电 据
日本气象厅消息，北方四岛（俄
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
东南部海域13日发生 7.0 级地
震。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
生在当地时间13日 19时 34分
（北京时间18时34分)，震中位

于北纬44.7度、东经148.9度，
震源深度160公里。此次地震没
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波
及范围较广。日本北海道、青森
县、岩手县以及宫城县观测到的
地震烈度为4级，日本关东地区
甚至静冈县均有震感。

千岛群岛附近发生7级地震
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新华社伦敦2月12日电 中
国研究团队 12 日在英国 《自
然》杂志发表新论文介绍，他们
成功在两个由50公里长光纤连
接的量子存储器间实现量子纠
缠，为构建基于量子中继的量子
网络奠定了基础。

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以及中
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合作开展。

团队表示，学术界广泛采用
的量子通信网络发展路线是通过
基于卫星的自由空间信道实现广
域覆盖，同时利用光纤网络实现
城域及城际地面覆盖。然而光子
在光纤上的节点间传输时，受限
于光纤的固有衰减，目前最远的
点对点地面安全通信距离仅为百
公里量级。

研究负责人之一、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潘建伟教授告诉新华
社记者：“要拓展量子通信的距
离，一个方法是将点对点传输改
为分段传输，并采用量子中继技
术进行级联，即将整个通信线路
分几段，每段损耗都较小，再通

过量子中继器将这几段连接起
来，这使得构建全量子网络成为
可能。”

然而，受限于光与原子纠缠
亮度低等技术瓶颈，此前最远光
纤量子中继仅为公里量级。为实
现远距离量子存储器间的连接，
团队克服了多项技术挑战。例
如，他们自主研发了周期极化铌
酸锂波导，通过非线性差频过
程，将存储器的光波长由近红外
转换至通信波段，经过50公里
的光纤仅衰减至百分之一以上，
效率相比之前提升了16个数量
级。

实验中，研究团队结合多项
新技术，成功在两个由50公里
长光纤连接的量子存储器间实现
双节点的量子纠缠。这一距离足
以用于连接两座城市。

潘建伟说：“作为原理性验
证，这个实验中的两个量子存储
器是在同一实验室内，通过50
公里长的光纤盘连接；下一步
要在空间真正分离的系统中开
展研究，推动这项技术的实际
应用。”

中国团队在量子中继与网络技术上实现新突破

为构建量子网络奠定基础

记者采访多支医疗队发现，随着疫
情不断变化，新增患者数量增加，目
前，各地带来的医疗物资大量消耗，普
遍出现供应紧张的困难。

周宇麒说：“支援汉口医院的广东
省医疗队200多人，物资是内部统一调
配，目前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现在物资
供应改成配给制，比如一个人进‘红
区’一个班次，就只发1个N95口罩。”

他介绍，目前医疗物资供应有三个
渠道：政府部门调配下拨到汉口医院，
来一批领一批；后续支援医疗队带的物
资，不过已经很紧缺；社会各方支援，
有的捐赠直接寄到了酒店驻地。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目前有大约
1500 位病人，6 支医疗队在进行支
援，防护物资由武汉市卫健委统一调
配。“防护物资每天给700套，昨天实
际用了900多套，供应严重不足。调配
物资都是理论上计算的数，方舱医院虽
然是收治轻症患者，但也有重症出现，
应急人员频繁进出，额外增加了不少防

护物资需求。”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负责人
章军建说，医疗队也在使用随身携带的
防护物资，但杯水车薪。

据了解，有的医疗队物资紧缺，不
得已将使用过的护目镜、面屏等清洗消
毒后反复使用。有的医疗队为了节省物
资消耗量，把进入暴露区的医护人员数
量，压缩到能保障工作开展的最低数
量。有的医护人员穿着纸尿裤，由每班
次4小时延长工作到8小时，以减少医
用防护服的使用。

除了防护物资，救护一线的专业救
治设备也紧缺。孙斌介绍，当地政府、
医院在物资、设备等保障方面，都给予
非常大支持，但现在急需专业的无创呼
吸机、呼吸机管路以及高流量的温室化
吸氧装置等。新洲区人民医院重症病房
只有两台呼吸机，但病房里面12张病床
都是满床，救治设备不够用。

据了解，按相关要求，新组建的医
疗队将根据队员数量携带10天的防护物
资。

急需加强医疗物资供应，有的医疗队护目镜、面屏等反复使用

记者采访多家定点医院发现，不少
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救治危重
症患者。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119人，整建
制组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
区，承担C6东病区50张床位。医疗队
往返3000公里，从北京运来并快速配
备ECMO、呼吸机等设备，扩大当地
重症患者收治能力。山东医疗队第一个
进驻尚未完工的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开辟两个病区，紧急建立各项病房

工作流程、诊疗规范。
此外，还有一些医疗队与当地医疗

资源整合，一起开展救治。在武汉市新
洲区人民医院的重症救护室，每个班次
都由青海医疗队和区医院的医生、护士
共同组成。青海省医疗队队长、青海省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孙斌说：

“我们一起救治病人，本地医生负责下
医嘱、病案管理等，医疗队负责查房、
会诊、‘红区’操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医院除了

不少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支援人员工作强度大

针对湖北医疗资源紧缺的形势，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各地各部
门在短时间内，多批次调集医疗队员驰
援。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向湖北派出医疗队。其
中，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派出
的医疗队员超过1000人。截至11日，
山东前后向湖北派出9批1385名医疗
队员；截至 13日，江苏已累计派出
2492名。

针对湖北疫情防控医疗资源具体缺
口，各地派出的医疗队员除了急需的呼
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人员外，还
涵盖急诊科、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肾
脏内科等多个科室。为了对医院感染进
行有效预防与控制，多地派出的医疗队

中包括专门的院感防控人员。在福建省
11日派出的对口支援宜昌首批医疗队
中，还有一支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卫生防
疫及心理干预分队。

一些医疗队赶赴湖北的同时，还携
带了不少医疗物资、设备。浙江省第三
批医疗队9日赶赴湖北，随行携带呼吸
机40台、除颤仪4台、中心监护仪4
台、心电监护仪 60台、ECMO1台，
设施设备等物资40余吨。

10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协调部分省
份继续抽派医疗队支持武汉，加大对湖
北省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对口支援。据
了解，13日，又有新一批全国各地的
21支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赴湖北开展
援助工作，医务人员共计3170名。

多地派医疗队已超千人，携带不少医疗设备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