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呼吸机短缺， 美国纽
约市一些医院开始尝试让两名
病人共用一台呼吸机。

然而， 这一做法遭多个医
师协会反对。 那些协会建议让
更可能存活的病人单独使用呼
吸机。

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大
学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克雷格·
史密斯先前在发给同事的信息
中说， 麻醉师和重症监护人员
组成的医疗小组正在“日以继
夜”工作，尝试让两名病人共用
一台呼吸机。

他25日通报， 试验成功，

“两名病人正在接受同一台呼吸
机的精心护理”。只是，共用呼吸
机的病人并非新冠肺炎病人，而
是两名有类似呼吸需求的病人。

就共用呼吸机尝试， 美国重
症医学会等6家医师协会不予认
同， 说现有设备无法保证这一做
法“安全”，“不应再尝试”。

6家协会26日发布联合声明，
说一台呼吸机原本应由一名病人
使用， 即便这样都没法确保维持
病人生命； 多人共用呼吸机将恶
化所有人的病情。

上述协会建议，应该让“最有
可能生存”的病人使用呼吸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有一个因疫情受到严重影响的
群体， 在呼唤社会各界给予更
多的关注，他们，就是急需输血
的病患们。点滴热血聚大爱，众
志成城战疫情。 在了解到相关
情况后，“体彩追梦人” 邓立民
第一时间走进了血站无偿献
血， 用实际行动践行体彩人的
责任担当。

2月28日，益阳市中心血站
呼吁市民朋友无偿献血， 为抗
击新冠病毒疫情贡献力量，为
武汉加油！ 收到消息后的邓立
民为爱逆行， 为益阳市的无偿
献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邓立
民说，“捐献的血液流入患者的

体内， 挽救的可能是嗷嗷新生的
婴儿，可能是重伤垂危的青年，也
可能是为体彩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的患者。为更多的患者提供‘生命
动力’， 那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褒
奖。”这几天，邓立民挺身而出无
偿献血，在湖南体彩群里被刷屏，
大家纷纷为他的仁心义举点赞。

邓立民， 益阳市沅江市庆云
路4309083007体彩投注站代销
者，2003年诚信归还垫资购买的
足彩大奖彩票，获得“中国诚信公
民” 称号，2008年参与奥运火炬
传递 ，2019年在国家体彩中心
“爱国情， 奋斗者———体彩追梦
人”评选活动中，获得“体彩追梦
人”提名奖。 经济信息

热血战“疫”
为益阳“体彩追梦人”无偿献血点赞

检测量增加是美国病例数
迅猛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美
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发布
会上表示， 确诊病例的迅速增
加要“归功”于病毒检测工作。
据美国副总统彭斯介绍， 截至
26日上午， 美国总共检测了
55.2万例样本。

此前，美国检测不足的问
题一直饱受美国民众诟病。近
来，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增
加检测量、 缩短检测时间。比
如，美国疾控中心放宽了检测

标准，此前只有具有严重呼吸道
疾病和明确病毒暴露史或相关
旅行史的病人才有资格进行检
测，现在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接
受检测。

与此同时， 更多快速检测技
术出台：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了分子诊断产品供应商
Cepheid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快
速检测试剂， 可在45分钟内得出
结果； 另一种即将获批的美国雅
培制药有限公司的检测技术可在
15分钟内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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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例!美确诊病例飙至全球第一
数据短期飙升有原因：检测更快更广泛，地方防控措施执行不力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3月26日晚，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8.5万例，居全球第一。

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连续4天单日新增病例数大幅
增加，26日单日新增病例数甚至超过1.8万例。世界卫生
组织表示，美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疫情的下一个“震中”。为
何美国疫情发展如此之快，确诊病例短期内迅速飙升？美
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奏效，面临哪些挑战？

除了检测量提高， 隔离措
施执行不力也是导致美国病例
快速上升的一大因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
戈分校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
斯库利表示， 美国在许多地方
推行“扩大社交距离”的政策步
伐迟缓。 在较早实施这一举措
的地区，比如华盛顿州，病例上
升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

“美国病例数快速位列全
球之首， 表明美国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方面并没有做足准
备，无论是病毒检测，强制执行
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还是认
真对待病毒感染等方面， 都做
得不够。”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
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
尔曼对新华社记者说。

此外，防控措施实施的时效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疫情防控的
效果。

斯库利告诉记者， 以肯塔基
州和田纳西州为例， 两个州3月6
日的病例数相当，但肯塔基州6日
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随即采取
防控行动， 而田纳西州则拖延数
天才开始推行类似措施。至3月14
日， 田纳西州的病例数为肯塔基
州的5倍之多。

“美国政府如果能更早开展
广泛的病毒检测， 完善医疗监测
系统，提早着手医院、病床等准备
工作以及口罩、 呼吸机等防护设
备的应急生产， 我们就不会走到
今天这样的艰难境地。” 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
系教授杰弗里·莱维说。

确诊数飙升“归功”于病毒检测工作？

隔离措施不到位，地方防控慢吞吞

观察

不戴口罩，聚集公园……
美国抗疫
还有哪些制约因素？

在一些欧美媒体和专家看
来， 美国应对疫情仍然存在社
会意识相对欠缺、 政治干扰尚
未排除等不利因素， 可能制约
今后一段时间的抗疫成效。

一方面， 美国社会对新冠
肺炎的危机意识仍然不足，纽
约市情况最为明显。 根据最新
数据， 纽约州确诊病例全美最
多，接近4万例，其中纽约市超
过2万例。 如此严峻形势下，美
国媒体仍发现不少抗疫漏洞。

美国广播公司26日播出的
一段视频中，25日的纽约市地
铁车厢仍显拥挤， 一些市民未
采取戴口罩等卫生防护措施。
作为美国乃至全球历史最悠久
的地铁系统， 纽约市地铁开通
一个多世纪来从未关闭。 面对
疫情， 市政当局本周只是宣布
减少地铁运营班次， 反而导致
乘客更加聚集。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
道，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签
署“封城”命令后，纽约市市长
比尔·德布拉西奥尚未决定关
闭公园、游乐场、步行长廊等公
共场所。 不少纽约市民不顾政
府建议， 甚至在市长住所附近
的公园聚集。

另一方面，美国部分政界人
士依旧抵制国际合作思路，为后
续疫情应对埋下隐患。 比如，在
医疗设备和医药行业推行“买美
国货”主张，限制联邦机构从海
外进口医疗设备及用品。

包括美国商会在内的80多
个商业和贸易组织明确反对这
种做法， 认为美国应对疫情所
需的医疗资源可能因此更加紧
缺，不仅拖累疫情防控，而且增
加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专家认为， 虽然美欧应对
疫情均显准备不足， 美国当前
局面更多缘于贸易摩擦的“自
我伤害”。

窘况 纽约呼吸机短缺，两人共用一台

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27日
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示，
他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
呈阳性。

约翰逊说：“过去24小时里
我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 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现在
正自我隔离， 但我会继续通过
视频会议的方式领导政府的应
对行动，抗击这一病毒。”

他最后还向公众呼吁：“我

们一起努力战胜这次疫情侵袭。”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随后的

一份声明中说， 约翰逊昨天出现
轻微症状后， 在英格兰首席医疗
官克里斯·惠蒂建议下接受了检
测。根据相关指引，约翰逊目前在
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中自我隔离。

这名发言人也强调， 首相
目前仍在领导英国政府的抗疫
行动。

■均据新华社

连线 英国首相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3月27日， 美国纽约曼

哈顿时报广场上空无一人。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晚，美国
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
多的国家。 新华社 图

▲

3月27日，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人们间隔排队等待进入超
市购物。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