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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引发中国
各地民众聚集哀悼和抗议。在刚
刚过去的周末，多所高校学生手
举白纸表达不满，上海乌鲁木齐
中路则连续两天发生聚集事件。
　　上百名上海民众上周六（11
月26日）深夜前往市中心的乌鲁
木齐中路进行悼念。现场照片和
视频显示，在十字路口的汇贤居
小区和亦园小区门外，不断有人
前来献花并点燃蜡烛，还立起一
块写着“乌鲁木齐　11.24　逝者
安息”的纸板，悼念在11月24日
火灾中遇难的乌鲁木齐居民。
　　26岁的公司职员周琦（化
名）当晚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现
场照片后，在星期天凌晨1时左
右抵达乌鲁木齐中路。她告诉
《联合早报》，当时已有警员在
现场维持秩序，人群起初只是手
举白纸进行无声抗议。但约半小
时后，更多警员到场增援，陆续
有人喊出“要自由、要人权”等
口号，期间还合唱了几次中国国
歌和国际歌。
　　周琦在凌晨2时30分左右离
开。据她回忆，当时现场还秩序
井然，但4时左右，聊天群组里
开始有人发警察逮捕聚集者的消
息。
　　乌鲁木齐中路星期天早上警
卫森严，汇贤居小区和亦园小区
门外不到200米的路段，平均每20
米就有警员驻守，还有民警和保
安人员来回巡逻。现场也不见花
束和蜡烛。
　　当天下午，上述路段再度出
现聚集人群。警方下午3时许在
路段两头拉起警戒线，傍晚5时
许在十字路口架起路障，阻断交
通。几十名陆续到场增援的警
员，排成人墙向外推进，持续扩
大封锁范围。
　　从下午3时至晚上7时，前来
声援或围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其
中一些民众携带鲜花和蜡烛，但
被拦在封锁线外。聚集人群几度
合唱中国国歌，高喊“不要核酸
要自由”等口号，甚至一度有人
喊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
台”。
　　随着聚集人员持续增加，现
场几次陷入混乱，抗议口号、尖
叫声和汽车喇叭声混作一团。据
记者观察，警方带走至少七名抗
议者，引发围观民众大喊“警察
放人”。但截至当晚发稿时，警
民双方并未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到晚上9时，全长近900米的

乌鲁木齐中路已被基本清空，通
往乌鲁木齐中路的周边路段也被
封锁，路旁商户提前闭门。警
方将人群驱散到与之相交的主干
道上。此时仍有不少民众在路旁
驻足围观，警员见状大声喊道：
“走起来，不要停！”人群到晚
上10时才陆续散去。

花束因“污染环境”被收走
　　上海居民刘科（化名）告诉
本报，他当天下午和朋友前去献
花，刚在路旁放下花束，就有环
卫工人以“污染环境”为由将花
束收走。他随后也目睹警方逮捕
几名高喊口号的年轻人。
　　刘科说，他出发前也担心现
场会发生骚乱，但还是选择到场
声援。“这把火不仅是烧在新疆
人身上，也是烧在我们身上。如
果上海能让更多人看见，我愿意
以上海人的身份替他们发声。”
　　不过，也有人对聚集者的做
法不以为然。路旁一家商店的
店主认为，年轻人若对政策有意
见，应该到市政府去抗议，而不
是在居民区“扰乱秩序、赚流
量”。
　　网传视频显示，北京、南
京、武汉等地的几十所高校周末
均出现抗议标语和聚集活动。最
先爆发抗议的南京传媒学院，
多名学生在校园内手举白纸抗
议，并高喊“人民万岁，逝者安
息”。
　　另据本报了解，星期六晚
间，北京大学一批学生到校本部
餐饮综合中心外喊口号抗议，一
名女生还在梯阶侧面墙喷涂“不
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
饭”等抗议口号。学生要求到场
交涉的校领导签署承诺书，保证
他们不会因此受处分。被喷涂的
墙面隔天被清洗干净，重新刷上
黑漆。
　　另一所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
学，星期天也有学生在学校餐
厅外举白纸抗议，周围陆续聚集
起数百人。学生们高呼“民主法
治，表达自由”，并唱起国际
歌。抗议活动持续约两个小时。

网传视频显示，北京、南
京、武汉等地的几十所高
校周末均出现抗议标语和
聚集活动。最先爆发抗议
的南京传媒学院，多名学
生在校园内手举白纸抗议，
并高喊“人民万岁，逝者安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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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内斯堡彭博电）南非的非
洲卫生研究所发现，新的冠病变种毒
株 传 染 力 会 更 强 ， 会 造 成 更 多 人 病
倒。
　　南非是最先发现冠病贝塔（beta）
和奥密克戎（omicron）毒株之地，在
南非德班的非洲卫生研究所（Africa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是率先测试冠
病疫苗对抗奥密克戎的机构。
　　该研究所从一名确诊冠病的爱之
病患者身上采集样本进行研究，结果
发现冠病病毒在六个月内进化得更有
攻击力，表明新变种毒株可能比目前
流行的奥密克戎更有传染力。
　　根据研究人员在星期四（11月24
日）发布的研究结果，在那六个月的
初期，冠病病毒在爱之病患者体内的
细 胞 融 合 和 致 命 程 度 ， 与 奥 密 克 戎
BA.1变种毒株相等，但随着冠病病毒
进化，其细胞融合和致病程度上升，
达到与冠病原始毒株相似的水平。
　　由希加尔（Alex Sigal）领导的这项
研究表明，冠病病毒会继续变异，新

的变种毒株可能比奥密克戎更强，可
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病况及增加死亡风
险。这意味着冠病病毒在长期演化中
不一定会减弱，相反的它可能更强。
　　不过，这项研究尚未经过同行评
审，并且只是对一人样本的实验室研
究。
　　此前，希加尔及其他科学家曾提
出，贝塔及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在免疫
力受抑制的群体例如爱之病患体内进
化而来，这是因为免疫力受抑制的人
康复时间较长，病毒有机会在这些人
发生变异，并且变得更善于躲避人们
接种疫苗后所产生的抗体。
　　去年11月，南非首次从冠病病例
样本中检测到冠病B.1.1.529变种毒株，
并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隔日召
开紧急会议，将B.1.1.529病毒列为“须
关切的变种”（variant of concern）的变
异毒株，并用第15个希腊字母奥密克
戎（Omicron）将之命名，要求各国加
强监测和测序工作。随后，全球多地
陆续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它迅速成为
大部分地区的主流毒株，引发新一波
疫情。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冠病长期后遗症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家传染病中心成立的冠病长期后遗症
诊所每周为五至10名患者看诊，竹脚妇
幼医院也开展对儿童冠病长期后遗症的
研究。
　　国家传染病中心新加坡传染病临床
医学研究网络主任巴纳比·杨（Barnaby 
Young）副教授告诉《联合早报》，国家
传染病中心去年11月正式成立冠病长期
后遗症（long COVID）诊所，服务对象为
感染冠病后的两三个月后出现持久症状
的患者，目前每周为五至10名患者看诊。
　　他说：“自开设诊所以来，冠病长
期后遗症逐渐受到关注，但对于如何诊
断或治疗冠病长期后遗症还有许多方面
是不确定的。国家传染病中心处理冠病
病毒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
最能给予协助。”
　　目前大部分出现冠病长期后遗症的
患者症状都具自限性，也就是无需特定
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好转。
　　巴纳比·杨说：“我们见过各种与
冠病长期后遗症相关的症状，如疲劳、

脑雾、呼吸困难和心悸。这些症状严重
程度差异很大，但整体来说，我们观察
到，患者如果染疫前已接种冠病疫苗，
后遗症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改善。”
　　诊所通常在患者染疫后的八至12周
左右为他们看诊，大多数患者的症状都
开始改善，或已适应症状，例如稍微用
力都疲累等。
　　由于没有能诊断冠病长期后遗症的
测试，也没有简单的治疗，因此诊所主
要是评估患者的症状和通过调查来排除
其他病症。诊所也会根据患者情况，为
他们设计专属的治疗方式，包括康复治
疗、物理治疗或合适的药物。

将展开本地第一项 
针对儿童长期后遗症研究
　　怀疑自己可能患有冠病长期后遗症
的公众，应到全科诊所或是综合诊疗所
进行评估，如果有需要，医生会转介至
冠病长期后遗症诊所。
　　竹脚妇幼医院也着手研究冠病长期
后遗症对18岁以下青少儿的影响。在接
下来的三个月内，招募至少3000名曾染
疫和从未染疫的青少儿，家长能为孩子

完成这项五分钟的匿名问卷调查，内容
关于孩童的健康情况。
　　竹脚妇幼医院儿科内科部门传染病
主任兼顾问医生李嘉蕙说：“这是在本
地进行的第一项针对儿童冠病长期后遗
症的研究。海外的研究表明儿童感染冠
病后，可能出现持续咳嗽、丧失嗅觉或
味觉、脑雾等长期症状。研究旨在了解
儿童染疫后出现持久症状的情况有多普
遍。”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收集数据，以确
定这些持久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儿童会出
现长期症状的危险因素，这些数据将有
助于决定如何跟进和护理受影响的患
者。
　　李嘉蕙也说：“有研究表明已接种
疫苗的成人中，出现冠病长期后遗症的
概率较低，但目前没有类似针对儿童的
研究。对儿童和成人的研究显示，染疫
期间曾出现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症状，
是出现长期后遗症的危险因素之一。因
此接种疫苗降低严重感染风险，多少可
为儿童提供预防长期后遗症的保护。”
　　有意参与调查的家长可上网了解详
情，网址是https://bit.ly/3W4g70H。

　　（深圳／上海／乌鲁木齐综
合讯）中国大陆冠病疫情持续严
峻，多地宣布收紧防疫措施遏制
病毒扩散。上海要求进入商业场
所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深圳限制餐厅和密闭场所人流在
50%。不过，封控了三个多月的
乌鲁木齐则放松防疫措施，恢复
公共交通服务。
　　据央视新闻、《新疆日报》
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日
（11月27日）通报，中国大陆星
期六新增3万9506名本土感染者，
连续四天创新高。重庆也新增一
起死亡病例，死者为一名91岁的

男性。
　　重庆的本土感染者人数全
国居冠，达8861起。其他疫情严
峻的省包括广东省8033起、北京
4307起；河北、四川、吉林、青
海和山西都超过1000起。
　　疫情升温使多地再次收紧防
疫措施。深圳市卫健委星期日宣
布，10个区的餐厅、娱乐场所、
商超、超市等密闭场所须限流
50%；企业内部食堂分时就餐；
进入深圳未满三天人员，不得进
入各类密闭场所，包括网吧和电
影院等。
　　当局也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和

市民从星期一（11月28日）起暂时
居家工作五天。政府机关、国有企
业等也将安排工作人员限流轮岗
上班，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深
圳星期六新增83起本土病例。

乌鲁木齐市逐步解封
　　继北京、深圳要求进入公共
场所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
明后，上海官方星期日也宣布从
星期二（11月29日）零时起，当
地餐饮服务、购物中心、超市等
公共场所的消费者都必须持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海市
星期六新增130起本土病例。

　　不过，在中国多地发生悼念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
抗议官方封控措施的群聚活动
后，乌鲁木齐市政府继星期六宣
布将逐步解封低风险地区后，星
期日也宣布从星期一起逐步有序
恢复铁路、民航和公交车、出租
车等城市公共交通。该市还将逐
步恢复低风险区与群众生活相关
的商业活动。新疆在星期六新增
近千起本土病例。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
报》星期天发文称，中国坚持动
态清零不动摇，并指其防控政策
经得起历史检验。文章指出，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中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首要考
量，也是衡量疫情防控成效的首
要标准。

南非研究：

冠病下个变种毒株更易致病

网传视频显示，数百名清华大学学生星期天在校园内聚集示威，其中不少人手举白纸表示无声抗议。
（视频截图）

北京大学一批学生星期六晚间到校本部餐饮综合中心外喊口号抗议，一名女生还在
阶梯侧面墙喷涂“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饭”等抗议口号。（读者提供）

我国国家传染病中心：

大部分冠病后遗症患者症状会自行好转

上海警方星期天派出大批人手封锁乌鲁木齐中路，期间与部分现场民众发生冲突。（法新社）

多地宣布收紧防疫

上海进商场需阴性证明　深圳餐厅人流减半

北京南京高校学生抗议　上海市民连续两天聚集

乌鲁木齐火灾点燃中国各地怒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