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例病情加重
患者翻译暂未染病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6月1
日通报称， 全国首例输入性
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仍
有发热，双肺渗出有增加，病
情有加重趋势， 生命体征基
本稳定， 其密切接触者已追
踪至67人，仍有10人失联。

另据深圳市卫计委通
报，当地4名密切接触者中有
1名为韩国确诊病例K某的翻
译， 在惠州期间曾与确诊病
例同吃、同住、同开会。该名
接触者目前无异常情况。经
深圳市疾控中心采样检测，
结果为MERS核酸阴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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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心
省疾控专家权威发布，

MERS病毒传播至湖南、 引发
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很小。

传播
5月底， 一名韩国MERS

患者经由香港进入广州，将
MERS病毒带入了中国大陆。

进展
目前， 这名患者生命体征

基本稳定， 其密切接触者已追
踪至67人，仍有10人失联。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裴阳 通讯员 蔡龙

本报6月1日讯 随着我国首例中东呼
吸综合征在广东惠州确诊，这一与“非典”
同为冠状病毒的新型病毒引起了公众的警
觉。今天上午，来自湖南省疾控中心的传染
病专家，就对MERS的防控、我省相关的应
对措施进行了权威发布。 据专家介绍，
MERS病毒传播至湖南、 引发规模疫情的
可能性很小。

另外， 疾控专家也提醒各位近两周去
过中东地区的人员， 如果出现了发烧、咳
嗽、呼吸困难等急性呼吸道症状，应该立即
就医。

韩国患者将病毒带入

5月底， 一名韩国MERS患者进入广
州，将MERS病毒带入了中国大陆。

据悉，感染中东新冠状病毒后的症状
和非典有些相似， 感染者会出现急性、严
重呼吸道疾病，伴有发热、咳嗽、气短及呼
吸困难，严重的病例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和
死亡。但就目前研究显示，其疾病严重程
度和通过呼吸道传播的能力比非典要弱
一些。

2012年9月新型冠状病毒首次被发
现，中东、欧洲陆续出现病例报告，2013年
5月，被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

尽管有数据显示，MERS的致死率
高达40%，但专家表示，其并不像非典病
毒那样会在短时间内在人际间大面积传
播。

MERS入境，别慌，传染性较弱
传播至湖南、引发规模疫情可能性很小 专家提醒：尚无疫苗，去中东要小心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
MERS，目前尚无可用的疫
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治
疗方法是支持性的和基于
病人的临床状况的。

“但对于广大市民来
说，仍不需要担心。”邓志
红表示，MERS目前来说离
我们还是比较遥远。 如果
你在国内就完全不用担

心，没有感染的风险。但如
果要去沙特阿拉伯等有中
东呼吸综合征流行的国
家， 一定尽量不要接触骆
驼这些野生的动物。 不要
喝生骆驼奶， 尽量不要去
当地的医疗机构， 因为你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病
例。此外，不要和发烧的病
人有近距离的接触。

虽然离我们还很远，
但MERS的高致死率也不
免让人担心， 病毒会不会
传入内地？

“大家都不用恐慌，韩
国在发现密切接触者病例
后就立刻通报了我们国
家。 我们国家在最快速度
内也找到了他， 并对他立
刻进行了隔离治疗。 然后
又对他的所有密切接触者
进行了追踪。所以，我们和
他没有接触过的所有人都
不需要担心。”

省疾控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科副科长邓志
红介绍：“这种病毒并不
具有跨区域传播的特点，
不像流感很容易就在全
球范围内流行， 因此，在
湖南形成疫情的可能性
非常小。”

邓志红介绍， 我省在
2013年中东呼吸综合征
开始流行时， 就出台了应
急预案， 要求医疗机构以
及出入境管理部门， 对有
去过中东、并且存在发烧、
肺炎等症状的人群进行重
点监控， 及时采集标本检
测。

湖南疫情可能性很小

提醒

去疫情国家要当心

韩国一MERS
疑似患者死亡

据韩联社1日报道， 一名
与韩国首位中东呼吸综合征
确诊病例接触后出现疑似症状
的患者当天死亡。 ■据新华社

疫情

■制图/陈琮元

进展

方兴绿跑中国暨 2015城市马拉松系列赛即将登陆
方兴绿跑城市率先启动 金茂助威长马为高考加油

�������马拉松首次登陆星城
万众瞩目

魅力星城长沙， 终于盼来了
一场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的马拉松
赛事， 今年秋天长沙首届国际马
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 本次大赛
不仅将邀请国内外知名马拉松运
动员，还将设立业余组，让广大市
民拥有一次展示自我、 挑战自我
的机会， 让湖南人跑出我们自己
的风采！

方兴绿跑火爆来袭
为“长马”预热

方兴绿跑中国暨 2015城市马
拉松系列赛是由方兴地产长沙有
限公司、长沙体育产业经营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的一次城市路跑活动，
将于 2015年 6月 7日 9点在湘江
新区梅溪湖国际新城快乐开跑。

本次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
赛两种形式，只要年满 16岁、身体
健康、无突发性疾病的路跑爱好者
均可参与本次活动，具体报名方式
如下：

1、现场报名：到方兴地产营

销中心现场报名（金茂梅溪湖、金
茂悦、金茂广场营销中心）；

2、报名热线:�拨打 0731——
88275188、4008790288；

3、微信报名：关注微信“金茂
荟”；

4、APP平台：登陆玩客行、星
城新动力APP平台免费报名参赛。
主办方将免费提供绿跑运动装备、
医疗与保险等相关服务，获得前三
名的团体和个人还将获得由主办
方提供的丰厚奖品，更有神秘大奖
等你来拿。

本次比赛全程约 5.6 公里，强
度适中， 适合所有路跑爱好者参
与。 路线规划将从梅溪湖北岸金茂

广场出发———沿环湖路往西前
行———穿过金茂祈福大道前行至
环湖路尽头———右转上梅溪湖路
后沿左侧前行———到达终点梅溪
湖南岸的金茂梅溪湖。

金茂助威“长马”绿跑
为高考加油

方兴绿跑中国是由方兴地产
总部发起的一次全国同步开跑的
绿色、环保、公益的路跑活动，在
宣传方兴品牌梦想的同时， 以提
升方兴地产的城市责任感和社会

美誉度。方兴绿跑中国暨 2015城
市马拉松系列赛正式开跑前，还
将举行全民健身广场舞、 绿跑热
身操表演以及长沙市路跑协会成
立及成员单位授牌等活动。 方兴
地产长沙有限公司与长沙体育产
业经营有限公司作为长沙市路跑
协会的发起单位之一， 举办本次
活动旨在助威今年秋天即将举办
的 2015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同时
也为当天参加 2015 年高考的莘
莘学子助威加油！

据方兴地产长沙有限公司介
绍， 为了吸引广大路跑爱好者参
加本次绿跑活动， 答谢广大市民
对方兴地产的厚爱， 经过与长沙
市路跑协会多次沟通， 参加本次
方兴绿跑中国暨 2015 城市马拉
松系列赛的爱好者都将有机会获
得由长沙市路跑协会提供的 100
个参加 2015 长沙国际马拉松正
赛的报名名额， 同时针对以跑团
形式参加比赛并表现优异的队
伍， 还将获得由长沙市路跑协会
特别授予的“2015 城市马拉松系
列赛优秀跑团”荣誉称号，参加本
次比赛的该跑团成员将全部获得
参加 2015长马正赛的报名名额。

6月 7日！ 活力绿跑，就来梅
溪湖！

�������马拉松作为一种挑战
自我、超越极限的体育运
动，不仅有利于参与者的
身心健康，也与城市经济
文化的发展及体育事业
的进步息息相关； 近几
年，城市马拉松系列赛中
各具特色的城市风景以
及参赛者勇于超越的城
市精神，已成为大家了解
城市风采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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