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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亚洲出现猴痘病例
韩国报告两例疑似，新加坡确诊一例，均为入境人员
韩国疾控机构 22 日报告，这个东北亚国家 21 日发现两例猴痘疑似病例，均为近日入境人员，正
在进一步检测，结果出来后将立刻通报，同时公布防治措施。
在东南亚，新加坡卫生部门 21 日深夜宣布确诊一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 这显示这一波猴痘疫情
继 5 月在欧洲、美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后，也已在亚洲出现。
韩国报两例疑似
韩国疾病管理厅说， 一例疑似病例是外
国公民，20 日入境，出现咽痛、皮肤损伤等类
似感染猴痘症状后，于 21 日前往南部城市釜
山一家医院就诊， 院方作为疑似猴痘病例上
报，现已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另一例是韩国公民，21 日下午从德国乘
飞机抵达首都首尔附近仁川国际机场， 自述
入境前两天已出现症状， 随即由作为定点医
院的仁川医疗中心收治。
韩联社报道， 鉴于越来越多国家报告猴
痘病例，且多国放宽国际旅行限制措施，韩国
一直对猴痘流入本土风险保持警惕。

韩国卫生部门本月把猴痘列为乙类传染
病。 当前，包括新冠、霍乱、水痘在内的 22 种
传染病同属这一类。
韩方官员说， 政府准备下月进口可供
500 人服用的抗病毒药物特考韦瑞。 这种药
物在一些国家获批用于天花、 猴痘等正痘病
毒属病毒感染的治疗。
韩国针对猴痘的现行防治规范是：猴痘
患者需要在专科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与病
例有密切接 触 者 必 须 接 受 为 期 21 天 的 自
我隔离。

新加坡确诊一例
新加坡卫生部 21 日深夜通报一例猴痘

病例，为输入型病例，是一名 42 岁的英国籍
男性空中乘务员， 本月中旬随国际航班往来
新加坡，20 日猴痘检测阳性， 收治于新加坡
国家传染病中心，目前病情稳定。
流调已确认的 13 名密接者将按规定接
受 21 天隔离， 自最近一次与患者接触起计。
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涉疫航班和病例在新停留
期间轨迹。
新加坡上一次报告猴痘病例是在三
年前。
新加坡是今年以来首个报告猴痘病例的
东南亚国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六大
西太平洋区”。 同一区
区域，韩国和新加坡属“
域内的澳大利亚上月 20 日报告这一波猴痘

疫情以来该国首例猴痘病例，截至本月 15 日
累计确诊 8 例病例。
猴痘病毒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区流行，
但自上月非流行国家报告猴痘病例以来，欧
洲、 美洲等地已有 30 多个国家出现猴痘病
例，迄今累计确诊 2000 多例。
截至 21 日，法国卫生部门累计报告猴
痘病例增至 277 例； 加拿大现有猴痘病例
增 至 198 例 ； 英 国 已 报 告 793 例 ， 为 欧 洲
最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定于 23 日主持
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会议， 评估这波猴
痘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重约 600 斤！

至少 1530 人！

柬埔寨渔民捕获全球最大淡水鱼

阿富汗 5.9 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柬埔寨一名渔民日前在湄公河水域
捕获一条重约 300 公斤的巨型淡水刺
鳐，为目前有记录的世界最大淡水鱼。
据美联社 20 日报道， 这名渔民 13
日在柬埔寨东北部上丁省以南湄公河流
域捕获这条雌性淡水刺鳐。 柬埔寨和美
国联合生物保护研究项目“湄公河奇迹”
研究人员测量显示， 这条刺鳐从吻部到
尾部全长 4 米，身体最宽处 2.2 米，重约
300 公斤。
“湄公河奇迹”信息显示，先前记录
的最大淡水鱼是一条 293 公斤重的鲶
鱼，于 2005 年在泰国捕获。
当地居民因这条刺鳐体型“圆润”而
把它命名为“满月”。 研究人员在“满月”
尾部植入电子追踪器后于 14 日将其放
回湄公河，以便了解其活动和生活习性。
“湄公河奇迹”项目主管、美国内华达大
学教授泽卜·霍根说，巨型淡水刺鳐遍
布东南亚， 但人们对它们的具体情
况知之甚少。“我们不了解它的

生活史、生态学以及洄游方式。 ”
“满月”是两个多月以来在同一区域
捕获的第四条巨型淡水刺鳐， 前三条也
是雌性。 研究人员推测，这一区域或许是
这种鱼的产卵“胜地”。
巨型淡水刺鳐体型扁宽，有一条长
长的、类似鞭子的尾巴，生活在水中泥
沙区域，主要以小型鱼类、软体动物等
为食。

阿富汗临时政府国家灾难管理与人
道主义事务部副部长毛拉维·穆斯利姆
22 日在记者会上说，阿东部当天发生的
地震已造成至少 920 人死亡、610 人受
伤。 不少人仍被困在废墟下，伤亡人数可
能进一步上升。
穆斯利姆说， 霍斯特省的萨帕里区
和邻近的帕克提卡省加延区受灾最严
重。 政府部门将向遇难者家庭支付 10 万
阿富汗尼 （1 美元约合 89 阿富汗尼）补
偿，向伤者支付 5 万阿富汗尼。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办公室在
社交媒体发文说，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
桑·阿洪德当天上午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各有关机构立即赶赴现场， 利用一
切资源挽救生命， 并为受灾民众提供一
切必要援助。
阿临时政府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
说， 国防部已派出 7 架载有救生设备和
医务人员的直升机前往灾区， 数十支医
疗救援队也在前往灾区的途中。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 目前未
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
息显示，当天发生的地震为 5.9 级。

长达 2.5 米！

容纳 2 万人！

澳大利亚男子用平底锅击退鳄鱼

马尔代夫打造形似珊瑚的“漂浮城市”

近日，澳大利亚男子凯·汉森用平底
锅击退一条 2.5 米长的鳄鱼。 汉森是澳
大利亚北领地山羊岛的酒吧老板。 他说，
当时这条鳄鱼太靠近游客们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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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冒险走到它身边， 拿起平底锅猛击
它数次，直到赶走它。 汉森说，鳄鱼需
要被好好地教训。 2018 年，他的爱犬
曾被一条 3 米长的鳄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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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海平面上升， 印度洋岛国马
尔代夫 3 月宣布了一项“漂浮城市”计
划，该计划的第一批公寓已经完工，计划
在 6 月底面世。
“漂浮城市”坐落在一个澙湖上，由
5000 个漂浮单元组成，包含住宅、商店
和学校等，其间有运河贯穿，整座城市形
似珊瑚， 从马尔代夫首都马累乘船只需
10 分钟即可抵达。
按计划，这座“漂浮城市”可容纳 2
万人居住， 居民将从 2024 年开始迁入，
整个工程预计 2027 年完工。
由 1190 个珊瑚岛屿组成的马尔代
夫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 平均海拔
只有 1 米。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
升，正让该国面临严重威胁。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都市快报）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601004000040

印刷单位：江西新华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