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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猴痘病毒在欧美国家传
播引发关注，新加坡也做好准
备，有能力侦查出猴痘病例。国
家传染病中心国家公共卫生实验
室已启动应对措施，备好所需检
测仪。
　　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林
择彬兼职教授接受《联合早报》
专访时指出，针对猴痘的检测，
实验室已准备就绪。猴痘因需要
特别因素才能传染，传染力会比
较弱。不过他们没有掉以轻心，
继续向欧洲和其他国家学习病毒
传播的原因。
　　据早前报道，近期出现在欧
美的病例，很可能是通过亲密的
肢体接触而传染的。
　　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曾在
2019年5月从一名来自尼日利亚的
旅客身上检测出猴痘病毒，当时
旅客马上被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
隔离。
　　参与准备工作的高级医学技
术师陈雁玲（38岁）说：“我们
正在准备核酸检查（PCR）的检
测仪，包括检测仪的试剂，随时
准备好检测猴痘病例。”
　　林择彬也说，监察全球范围
出现的新型和危险病毒，并制
定检测方案是国家公共卫生实验
室的主要职能。猴痘症状相对轻

微，实验室十分关注其他和天花
相似的痘病毒科病毒，它们的致
死率可能更高。虽然不希望这类
病毒在本地出现，实验室仍做好
准备应对。
　　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今年庆
祝成立15周年，负责设立实验室
的林择彬回顾成立时指出，我国
此前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检测都是
在个别医院进行，但是1999年和
2003年分别出现立百病毒（Nipah 
virus）和沙斯病毒，凸显创建一
个国家级实验室协调检测工作至
关重要，实验室因此在2007年正
式成立。
　　在成立初期，实验室最重视
的是人员和设施，为了能尽快
投入服务，实验室一开始就在医
疗组织里培训人员，并使用国
大医院和国大护理学院改建的
实验室，后来陆续搬迁至第二
传染病中心（CDC2）和启奥城
（Biopolis），最终在2019年落户
国家传染病中心。
　　林择彬说：“之前的设施都
是临时的，所以没有可比性，
虽然机器都一样，但新设施让我
们有空间引入更多机器，能处理
的工作比较多，包括不同种类的
病原体。我们也可以为所有病毒
测序，例如通过对肺结核病毒的
测序发现惹兰红山的肺结核感染
群，这是在之前的设施无法做到

的。”

分析本地骨痛热症等病毒 
监测毒株变化或个案增加
　　实验室目前有54名员工，
比2009年流感疫情时期增加了一
倍。除了应对新型病毒，实验室
也会分析本地正在传播的病毒，
例如流感、手足口症和骨痛热
症，随时监测毒株的变化或个案
增加。例如发现引起手足口症的
肠道病毒71型（EV71），就能及
早通报公共卫生单位制定应对方
案。
　　林择彬说，他所关注的除了
一直存在于本地的病毒，也有可

能对本地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
响的大规模流行病、如骨痛热症
的虫媒病毒和生化威胁。
　　谈到冠病疫情，他指出，冠
状病毒一直以来是实验室的重点
侦查对象，所以实验室一直有能
力检测和测序病毒。实验室在疫
情不同阶段也扮演不同角色，从
最初设计检测仪，到后来检验康
复者和疫苗接种者的抗体水平，
以及在变种毒株出现时进行基因
测序，了解病毒的变化。
　　目前实验室的工作重点包括
通过测试判断人口中感染冠病病
毒的比率。检测对病毒的抗体水
平，以及持续检测变种病毒，在

病例增加时也要快速分析原因。
在提高检测的速度和准确度的同
时，实验室也会通过积极培训员

工，并同其他公共卫生和私人科
研机构合作，以提升能力继续保
护新加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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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林择彬兼职教授指出，针对猴
痘的检测，实验室已准备就绪。猴痘因需要特别因素才
能传染，传染力会比较弱。不过他们没有掉以轻心，继
续向欧洲和其他国家学习病毒传播的原因。

主任林择彬：监察全球新病毒是主要职能

公共卫生实验室随时可测猴痘病例

陈可扬　报道
tanky@sph.com.sg

　　最高法院退休高级法官赵锡
燊出任总统顾问理事会理事，取
代为理事会服务18年的前内阁部
长丹纳巴南；新加坡银行首席执
行官博林（Bahren Shaari）和新加
坡赛马博彩管理局主席沈明媚则
再次受委。
　　他们的任期前天生效，直至
2028年6月1日结束。
　　总统府昨天中午举行宣誓仪
式，受委三人在最高法院上诉庭
法官庄泓翔的见证下，向哈莉玛
宣誓就任。
　　哈莉玛总统在面簿贴文向丹
纳巴南致谢。她说：“我要向丹
纳巴南先生表示感谢，他多年来

为我以及我的前任提供建议，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她也说，总统顾问理事会是
新加坡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机构，
为总统有权酌情决定的所有财务
事项和关键任命提供建议。“我
期待与理事会密切合作，守护国
家过去累积的储备金和我们的公
共服务体系。”
　　总统理事会由八名理事及两
名候补理事组成，其中三名理事
由总统直接委任，三名由总理提
名，大法官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主
席也各提名一名人选。候补理事
由总统直接委任一名，另一名则
在总理咨询大法官和公共服务委
员会主席后提名。
　　根据总统府文告，接替丹纳

巴南的赵锡燊（79岁）是李显龙
总理提名的人选。
　　再度受委理事的博林由总统
直接委任、沈明媚则由公共服务
委员会主席提名。

赵锡燊月初刚卸下 
最高法院高级法官职务
　　理事会现任主席是退休高级
公务员张赞成，其他理事包括前
内阁部长林子安、和美置地主席
兼总裁蔡天宝、新电信集团前总
裁蔡淑君与星展集团主席佘林
发。候补理事是埃克森美孚亚太
公司前主席兼董事经理颜少奇，
以及防止家庭暴力中心（PAVE）
执 行 理 事 长 苏 达 奈 尔 （ S u d h a 
Nair）博士。本月1日起卸下最高

法院高级法官职务的赵锡燊在公
共服务部门任职长达55年，是唯
一在我国独立后四任大法官手下
审理案件的法官。
　　大法官梅达顺前天代表我国

司法机构向他表达谢意时说：
“赵锡燊法官许多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判决丰富了新加坡的判例。
他以沉着冷静、耐心、谦逊、善
良和信心著称，是一名模范法学

家，体现了优秀法官的本质。”
　　梅达顺也说，赵锡燊不仅以
睿智和极其严密的法律思维备受
钦佩与尊重，他也深受所有法律
界人士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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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燊出任总统顾问理事会理事
博林与沈明媚再次受委

哈莉玛总统（左）向最高法院退休高级法官赵锡燊颁发委任状。（通讯及新闻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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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持续，
加上全球经济复苏持续推高对石
油的需求，本地汽油售价首次突
破每公升4元。
　　根据消费者协会燃油零售价
比较网站Fuel Kaki，价格最高的
特级98辛烷值（98-octane）汽油
的售价已涨到每公升3元8角6分
（中国石化Sino X Power）和4元
零4分（蚬壳V-Power）之间。

学者：俄乌战事不结束 
油价无望回跌
　 　 每 公 升 柴 油 在 中 国 石 化
（Sinopec）油站的售价为3元，
在新加坡石油公司（SPC）和埃
索（Esso）油站为3元零6分，在
蚬壳（Shell）和加德士（Caltex）
油站涨到3元零8分。
　　对于导致油价节节攀升的原
因，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特斯拉博士（Walter Theseira）
说，除了主要因为产油国的行
为，还有结构性因素，如俄乌战
争导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石油实
施禁运。加上全球经济在冠病疫
情后持续复苏，对石油的需求保
持强劲。只要俄乌战争不结束，
油价将继续走高。
　　特斯拉认为，零售商对油价
的影响相对小，问题主要还是因
为全球油类产品的价格波动，而
各国油价不同则因为在征税及补
贴方面有差异。
　　他说，他去年下半年改用电
动车，虽然去年电费涨了三四
成，但电动车的能源效率比汽油
车和柴油车高，能源价格上涨对
电动车用户的影响要小得多。
　　“上个月我花了约120元为电
动车充电，如果用的是汽油，按
现在的价格，行驶同样的里程费
用可能超过400元。”
　　黄先生（45岁，营运经理）

家中有一辆汽油车和一辆柴油
车。他的汽车用的是95级汽油，
若没有信用卡优惠等提供的25%
折扣，按每周添油30公升计算，
今年年初是70元至80元，如今要
90元至100元。不过，对他而言，
柴油涨价比起汽油更显著。
　　对于柴油售价涨至每公升3元
零6分，黄先生的第一反应是难以
置信。“3元零6分！看来我得去
Cnergy添油了。”
　　根据面簿群组Petrol Watch 
Singapore的资料，Cnergy油站本
月2日上调柴油售价至每公升2元1
角。
　 　 除 了 C n e r g y 和 胜 达 能 源
（Smart Energy）以外，本地五大
主流油站上一次柴油价格低于每
公升2元已是去年6月的事。
　　私召车司机谢先生（38岁）
告诉记者，为了偿还车贷，他每
天须至少入账35元，即每天须行
车至少约两小时。若没有20%的

折扣，他一个月前每周打95级汽
油花费约312元5角，如今约332元
5角。

　　不过，他不赞成调高车资将
成本转嫁给乘客，因为这恐怕只
会让情况更糟。

　　“乘客也须养活自己和家
庭。我只盼望油价下跌，这样才
有双赢局面。”

受俄乌战事影响
本地汽油售价首次破每公升4元

价格最高的特级98辛烷值（98-octane）售价升破4元。在蚬壳油站，V-Power汽油已涨至每公升4元零4分。
                                                                                                                                                                 （陈渊庄摄）

对抗冠病期间
仍继续监测其他病毒
　　即使是在抗疫期间，国家
公共卫生实验室也继续其他
病毒的监测工作，并持续对新
加坡人进行抽样血清监测，以
评估冠病疫苗和各类疫苗的效
能。
　　高级医学技术师罗佩玲
（41岁）于2007年加入国家公
共卫生实验室，起初负责为兹
卡病毒等媒介传播的疾病进行
核酸检测，以确定在本地流传
的毒株种类。她之后投入全国
血清监测工作，专门测试人口
血液样本里面的抗体水平，以
评估人们对特定疾病的免疫能
力。
　　她说：“全国血清监测工
作的数据能用来估算过去的
感染水平，以及疫苗对于人口
预防传染病的保护力。我们评
估人口对疾病的抗体水平，如
骨痛热症、水痘、麻疹、风疹
等，因为这些疾病都是有疫苗
可以预防的。”
　　就算是在冠病疫情期间，
血清监测工作仍持续进行，
实验室针对人口中不同群体收
集样本，有助了解接种的重要
性，以及评估不同群体所面对
的风险。
　　罗佩玲等技术师必须同时

兼顾监测工作和协助实验室完
成冠病检测工作。
　　随着近日骨痛热症病例增
加，针对骨痛热症的检测工作
也日益繁重，必须分析的病例
也从之前的每年处理几千起，
增加至一天多达近1000起。所
幸随着科技的发达，检测时间
也从过去的两天缩短至一个半
小时。
　　另一名高级医学技术师西
蒂（Siti Zulaina，47岁）在疫情
前主要负责研究细菌，包括常
见食源疾病如沙门氏菌和B族
链球菌（GBS）。令她印象最
深的包括2007年导致109人食物
中毒的百得利事件，以及2009
年导致两人死亡和超过150人
受感染的的芽笼士乃小贩中心
食物中毒案。
　　她说：“我们的工作很刺
激，一方面要有准确的结果，
另一方向也希望能尽快取得结
果，好让当局能采取及时的行
动，也就面对很大的压力。所
幸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能直
接把样本放入机器，一两个小
时就有结果……我觉得这份工
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直接保
障新加坡人的安全，应对食物
中毒的威胁。”

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高级医学技术师罗佩玲（左起）、实验室主任林择
彬兼职教授、实验室高级医学技术师西蒂和陈雁玲在实验室成立15周年
之际接受访问，分享工作重点以及在疫情期间所面对的挑战和调整。
                                                                                                   （张思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