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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居家隔离人员被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专家解答：内地首次检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自哪里？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12
月14日下午在广州市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通报，一名入境人员外市集中隔离
期满返穗后，在居家隔离期间例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广州市疾控
中心对该病例的鼻拭子进行新冠病毒全
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省市疾控中
心复核，报国家疾控中心确认，检出新冠
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此前一天的12月13日晚，据天津
市卫健委通报，天津从入境人员中检出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中国内地
首次检出。目前，这一例感染者情况如
何？同行回国航班其他人员情况怎样？
14日，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天津市卫健委主任顾清接受央
视专访时进行了解答。

关注 1
病例在广州的住所
4份环境样本呈阳性

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通报，广州检
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病例
为一名67岁男性，家住广州越秀区华乐
街天胜村。11 月 27 日从国外入境外市
集中隔离，其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
性。12 月 11 日，解除隔离后乘飞机

（CA1837）返回广州，闭环转运至越秀区
家中居家隔离。12日，华乐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其例行采集核酸样本，13日
凌晨通报结果为初筛阳性，经市、区疾控
中心重采样复核结果均为阳性。随后，
病例被闭环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
八医院隔离治疗，经进一步检查和专家
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目前病情
稳定。

陈斌介绍，事件发生后，省市区三级
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防控

工作提档升级，扁平化运行，全面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落
实相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
施。对病例来穗同机人员实施提级流
调，加强社区密接排查与管控，甄别出的
密接者全部集中隔离，次密接者严格落
实“居家隔离、足不出户”。

截至 12 月 14 日 12 时，已排查到密
切接触者184人，次密接者865人，以上
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措施，核酸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累计排查到重点场所筛查
人员 10544 人，已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累计采集环境样本132份，128份
环境样本检测结果为阴性，4份阳性样本
均为病例住所发现。

关注 2
中国内地首次检出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自哪里？

12月13日，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对12月9日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
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1.1.529进化分
支）。顾清告诉记者，天津此次发现的奥
密克戎变异株，也是中国内地首次检
出。感染者为欧洲入境人员。该人员在
天津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
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全程闭环管理转
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
9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该病
例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无咳嗽、发
烧等症状，正在天津新冠肺炎定点收治
医院进行隔离。

为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在医院
内传播，天津还专门划定了奥密克戎变
异株病毒感染者的专用病区，同时由专

门一支医疗队伍进行治疗。
那么，该感染者同航班旅客是否存

在被感染的情况？是否会扩散更广？
对此，顾清表示，该感染者作为境外入
境人员，航班上有可能会存在阳性感
染者，所以我们会对奥密克戎感染者
所乘坐的航班，给予更高度的关注。
在隔离点隔离 14 天的过程中，工作人
员会更加严格地关注每一例乘客的健
康状况，更进一步关注每一位乘客的
核酸检测结果。同时，对隔离点加强
监控和监管以及消杀，对健康监测过
程中病例所接触的环境和人员都要实
时监管到位。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对
该航班入境人员的核酸检测中，尚未
发现存在其他的感染者。闭环管理就
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对于入境人员
的闭环管理措施，从飞机落地开始，进
行健康识别卡的查验、体温的查验和
疫苗接种史、流行病学史的调查。在
调查之后，凡是有呼吸道或者发烧等
可疑症状的，将及时通过 120 闭环转
运车运到定点收治医院。而针对没有
症状、健康识别卡是正常的旅客，将使
用专用交通运输大巴车，直接闭环转
移到隔离点，进行单人单间隔离。同
时，入境人员所经过的环境都会进行
严格的消杀。 综合新华社、央视

英国首现奥密克戎死亡病例
欧洲多国加强防控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近期
在全球多地快速传播，在欧洲多国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中所占比例增加。英国
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 13 日说，感染
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目前占伦敦新增

病例的44%，将在48小时内成为伦敦主
流毒株。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3日在伦
敦西部一家疫苗接种诊所视察时表示，
英国目前至少有一例因感染新冠变异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

连日来，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
蔓延。截至13日，奥密克戎毒株累计感
染病例已超过4713例。约翰逊12日宣
布启动“奥密克戎紧急加强针国家任
务”，在新年前为英格兰所有 18 岁及以
上人员提供加强针接种服务。

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 12 日发布
公告说，英国新冠疫情警报级别由 3 级
升至 4 级，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在该国
快速传播。英国设立的新冠疫情警报
系统共分 5 个级别，级别越高意味着政
府需要采取越严格的防疫措施。4 级
意味着“病毒传染性强，疫情对医疗保
健服务的直接压力广泛且巨大或正在
上升”。

丹麦卫生部门13日说，预计奥密克
戎毒株本周内会成为哥本哈根的主流毒
株。截至当天，丹麦感染这一毒株的确
诊病例累计3473例。

爱尔兰最近几周日均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维持在 4000 例左右，接近最高水
平。爱尔兰卫生部首席医疗官托尼·霍
洛汉说，卫生部门预计新增确诊病例中
11%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这一比例一
周前仅为 1%。爱尔兰政府已经加强防
疫限制措施，关闭夜店，对酒吧、饭店和
室内活动设置人数上限和营业时间限
制。爱尔兰政府本周承诺加速推进疫苗
加强针接种。

挪威政府 13 日也宣布了新的防疫
限制措施，禁止酒吧和餐厅提供酒类，延
长强制口罩令，强制具备远程办公条件
的人居家办公。 据新华社

近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
到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孩子的去留问
题引发媒体和网友持续关注。

2007年，湖北监利人孙海洋带着妻
子和快五岁的儿子来到广东深圳，开了
一家包子铺。10 月 9 日，忙碌了一天的
孙海洋在屋内打了个盹儿，在外玩耍的
儿子孙卓便不见踪影。之后，打拐题材
电影《亲爱的》于2014年上映，这部电影
以孙海洋为原型，讲述其寻子故事，上映
后感动了无数人。2021年12月6日，孙
海洋与儿子孙卓终于在深圳团聚。

12 月 14 日，有消息称“孙卓决定回
深圳”，并上了微博热搜。对此，孙海洋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准备回深圳读书
是儿子自己做的决定，孙卓在湖北监利
老家的户口一直没注销，他希望能注销
孙卓在黑龙江的黑户口，并希望相关部
门能帮忙办理入学手续。

孙海洋说：“我送孙卓回山东阳谷学
校的路上，问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
想在阳谷还是在深圳读书？我不想为难
他，才这样问他的。他下车的时候告诉
我，他还是想回深圳去读书。我说好，有
你这一句话就好了。这个决定完全是他
自己做出的。”

12 月 9 日，送孩子回到山东聊城读
书后，孙海洋与妻子踏上了返回深圳的
旅途。返程途中，孙卓与妈妈彭四英通

了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主动喊了“妈”。
彭四英告诉记者，真真切切地听到孩子
喊了“妈妈”，让她十分感动，“听到他在
电话里喊‘妈’，我心里好高兴。初见的
时候高兴过了头，只记得三个人在一起，
其他都不记得了。”

孙海洋表示返回深圳后，最重要的是
处理好孙卓的户籍和学校问题。孙海洋
说，他了解到孙卓的黑户口在黑龙江佳木

斯市下面的一个小县城，使用的名字是国
某，他不知道这个黑户口是怎么登记上去
的。现在这个黑户口本应该被注销，但到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部门和单位和他沟通
这个事情。孙卓原来的户口一直在湖北
监利老家，并没有注销。“我们全家人的户
口都在湖北老家，我希望相关部门能注销
孙卓的黑户口。”孙海洋说。

综合央视、《南方都市报》、极目新闻

孙卓说愿意回深圳 家人正为他联系学校
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回应：是儿子自己的决定

12月6日，孙海洋一家团聚。新华社发

外交部：
呼吁对美军在世界各地

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
进行调查追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4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谴责美方打着

“民主”“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
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
行径，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
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
查追责。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部长
奥斯汀批准了两名高级指挥官的建
议，根据这一建议，参与阿富汗喀布
尔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 10 名平民
死亡的美军事人员将不受任何形式
的惩罚。

汪文斌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美
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暴行不可接
受。美国以各种理由为凶手开脱、使
其免受惩罚的行为更令人无法容忍。

“当美方在‘领导人民主峰会’上
大谈‘民主’‘人权’的时候，那些死于
美军枪口下的阿富汗无辜民众却没有
人过问，他们家人的冤屈却无处申诉，
这就是美国鼓吹的‘民主’‘人权’带给
世界的残酷现实。”汪文斌说。

他说，中方谴责美方打着“民主”
“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
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行径。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
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
查追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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