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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羊城晚

报讯 记者郭
起报道：1 月
17 日 ，深 圳
市举行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
报，截至 17 日 17 时，深圳市
没有发现新增病例。深圳市
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林汉
城介绍，针对“0115”疫情，全
市快速反应，迅速开展流调
溯源、排查管控等应急处置
工作，与病毒赛跑，全力以赴
切断传播链条。

目前，深圳市、区相关部
门已全面核查病例 17 前 14
天内的活动轨迹、人员接触
情况，已追踪到密接者 284
人、次密接者 278 人，均已按
要求管控。

病例 17 的工作地、居住
地已实施管控措施，就餐地
点、活动场所、交通工具等重
点场所已进行环境核酸采样
和终末消毒。

龙岗区副区长张玉庆
说：“我们已陆续组建 839 人
的流调队伍，目前病例 17 的
流调溯源工作正在专家指导
下进行。截至目前，我们对
居住在龙岗区的密接和次密
接人员，均已按防疫规定进
行集中隔离，涉及市内其他
区和市外人员，均已发函协
查。”16日，宝龙、龙岗街道完
成新一轮核酸检测，目前采
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坪山区委常委、副区长
袁虎勇介绍，坪山区将管控
区分成8个片区，分别由8个

工作组做好精准服务。设立
24 小时服务热线，第一时间
回应解决群众诉求。

“春运已经开启，今年离
深客运压力较小，市内公共
交通压力较大。”深圳市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徐炜表示，春
运期间，深圳市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客运码头仍将执
行离深需凭粤康码绿码及持
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出行，乘客进站需测温、
亮绿码、佩戴口罩。

当前，深圳市正处于德
尔塔和奥密克戎疫情叠加
期。徐炜提醒，由于全国各地
疫情防控措施会根据疫情变
化随时调整，请市民出行前务
必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以免影响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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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珠海北京多个病例
不排除经境外物品感染的可能

羊城晚报讯 记者危健峰报
道：1月 17日，梅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在五华县召
开，通报 1月 16 日五华确诊病例
及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梅州市疾控
中心主任罗盛标介绍五华确诊病
例相关情况。病例郑某某是一名
11岁男孩，1月 11日晚随父母自
驾车从珠海返回梅州。

1 月 14 日，五华县人民医院
在 6 人混采混检标本中，检测出
异常结果。接报后，梅州市、五华
县疾控中心立即对相关人员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及应急处置工作。
经多次对 6 人单采单检，郑某某
核酸检测结果反复出现异常，其
余 5人结果均为阴性。针对检测
结果异常情况，市县两级疾控中
心加大了核酸检测频率，1 月 16
日梅州市疾控中心在对郑某某第
七次采集的核酸样品中，检测出
阳性。

综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测结果等，判定郑某
某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
后转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隔
离治疗，经进一步诊断，订正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经广东
省疾控中心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为
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与珠海市
疫情同属一条传播链。

梅州市副市长陈伶俐在新闻
发布会上通报，截至 17 日上午 9
时，初步排查出密切接触者 180
人、次密接触者517人，均已分批
进行隔离和并完成核酸检测采
样，已出结果的均为阴性。

落实分级分类管控，划定岐
岭镇双头社区、华源村、龙水村和
潭下镇文安村 4 个封控区，将岐
岭镇及潭下镇其余区域、华城镇
全域划定为管控区，其他镇为防
范区。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封
控区、管控区已完成第一轮全员
核酸检测，1月16至17日20时，
五华县共采集核酸样本73.9万人
份，46.6 万人份结果均为阴性，其
他样本正在检测中。17日，五华
县启动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郑
达、朱嘉乐报道：近日，全国多地
发生本土疫情。各地第一时间
开展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
毒溯源工作。根据目前病毒溯
源情况，深圳、珠海、北京的多个
病例不排除暴露于境外输入的
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
可能性。

1月17日，深圳市举行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经
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省疾控中心
比对，16 日发布的病例 17 与天
津、上海、珠海和北京等多起本土
奥密克戎疫情报告病例均不在一
个传播链上，与深圳以往境外输
入病例也不同源，与全球数据库
中北美地区上传较多序列的基因
组100%同源，目前正结合流行病
学调查进行病毒溯源。

1月16日，深圳报告了首例

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17，
该病例从事境外冷冻试剂收发
货工作，1月12日接触和分拆了
来自北美的快递，未做个人防
护，14日出现咽痛症状，15日核
酸初筛阳性，不排除由暴露于境
外输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
起感染的可能性。据悉，深圳市

“0107”“0115”疫情的首个病例，
近期均有境外物品接触史。

同日，珠海市召开第四场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据通报，流
调溯源发现，珠海目前所有病例
均在同一传播链上。基因测序
与外省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100%同源。早期发病的个案从
事某企业客服工作，经常接触境
外入境物品。根据目前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专家
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于
污染入境物品导致。

17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北京市海淀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的溯源情况。

病例发病前 14天内均无外
省市旅居史，工作期间偶尔会收
发国际邮件。经流行病学调查
及大数据比对，通过排查病例与
各类风险人群接触史，包括入境
人员、京外风险地区来京人员、
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等，未发现有
轨迹重合。

该病例自述近期曾收发过
国际邮件。该国际邮件于1月7
日自加拿大发出，途经美国及中
国香港到达北京，病例于1月11
日收到邮件。病例自述，在此期
间其仅接触邮件包装外表面和
文件纸张首页，未接触包装内表
面和其他纸张。相关部门已采
集该国际邮件环境标本 22 件，

其中包装外表面 2 件、内表面 2
件以及文件内纸张标本8件，经
核酸检测均为阳性。此外，采集
同一来源发往另一地点尚未拆
封的国际邮件环境标本 54 件，
检出5件阳性，其中外包装阳性
1件和文件内纸张阳性4件。

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
病例标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基因
序列分析显示，病毒属于VOC／
奥密克戎变异株（BA.1 进 化 分
支）。与北京既往病例以及近期国
内外报告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均存
在差异，不属于同一传播链；与
2021年 12月北美和新加坡等地
分离的部分毒株相似度较高。

结合病例流行病学史、可疑
物品样本检测结果以及
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
果，不排除其经境外物品
而感染病毒的可能。

已开展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

国外疫情高发期间购买境外
商品，要加强预防措施。市民若收
到境外邮件或物品时，要正确佩戴
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减少与快递员
的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固
定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如
需当面签收，应与快递员保持 1 米
以上距离。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
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如需拿回家
中，可用含氯消毒剂或 75%酒精对
内外包装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完
邮件后及时摘下手套，更换口罩，
认真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避免
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

汤加海底火山喷发引发——
有仪器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火山海啸

在汤加的广州市民朱先生：确认安全！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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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山 灰 云 突 破
对流层顶，形成了直径
近 500 公 里 的 伞 形 云
团，伞形云团周边的巨
大冲击波清晰可见

新华社发
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

15日剧烈喷发后，汤加首都努库阿
洛法观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啸，一些
周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同
样出现海啸，高度从数十厘米至1米
多不等。火山喷发导致海底通信线
路损坏，多家媒体称这一南太平洋
岛国目前“与世隔绝”。一家通信企
业说，汤加对外通信最多需要2周时
间恢复。

法新社 17 日报道，南十字星
电缆网络的网络主管迪安·韦韦
尔卡披露，维修受损海底通信电
缆最多需要 2周时间，距离最近的
一艘电缆铺设船位于另一个南太
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
兹比港。

目前，汤加部分地区上空的火
山灰已经沉降，但仍有大量火山
灰飘浮在空中，最远已经飘到澳

大利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6 日就

汤加火山爆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
方十分关注汤加火山爆发并引发
海啸、火山灰等灾害，愿应汤方要
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汪文斌说，中国驻汤加使馆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方了解中国公
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
伤亡的报告。

1月17日，广州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她的丈夫朱健雄在汤加工作，1月
15日发生海啸后，朱健雄给她发了一
条微信后失联至今。她多次尝试联
系丈夫，电话接通了两次，却是一个
外国人在接。

1月 17 日下午，据@领事直通
车最新消息，驻汤加使馆已与朱健
雄先生取得联系，确认朱先生目前
安全。 (综合新华社报道)

近日，汤加火山爆发及其引发的
海啸受到全球关注，中国浙江沿海也
监测到海啸波。本次汤加火山爆发
及海啸是如何发生的？会产生哪些
影响？是否会“波及”我国？目前广
东对海啸有何最新研究？对此，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海洋科学
学院副教授胡湛和博士后陈玉洁。

羊城晚报：本次汤加火山爆发及
海啸的成因是什么？

胡湛：汤加的火山就处于环太平
洋火山带上，太平洋板块在汤加东
侧的海沟处俯冲，俯冲的大洋洋壳
在深部脱水引起地球内容（地幔楔）
的熔融，形成岩浆。俯冲持续在进
行，熔融也在积聚，待压力达到临界
时，在俯冲带上部发生火山喷发。
因为岩浆中含有很多的气体，常呈
剧烈的爆发状态，威力很大。

历史上，绝大多数海啸事件是由
海域地震产生，直接由海底火山喷
发产生的海啸事件极其罕见，汤加
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海啸波目前已经
波及全球，这是人类历史上有仪器
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火山海啸事件。
关于这次海啸在全球所造成的灾害
性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但可以明确
的是，在距离汤加火山较近的区域，
大规模的沿海淹没和部分地区的人
员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初步判断，火山爆发带来的
海底滑坡，是造成此次海啸的主要
因素；另外，火山喷发带来的气压扰
动，也是加剧海啸规模的重要因素。

羊城晚报：我国对于海啸的记录
和研究历史是怎样的？广东有没有
经历过严重的海啸？

陈玉洁：历史上，在中国沿海记
录的海啸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稀疏
的。由于海啸和风暴潮都是与海平
面有关的淹没过程，因此很难区分
造成沿海增水的原因。有研究发
现，我国历史上记载准确的、最具破
坏性的一次海啸发生在 1867 年，影
响了台湾北部的基隆，造成至少100
人死亡。关于中国大陆沿海的记
载，有三起关于海啸记录比较可靠
且具有相对破坏性。分别是1604年
福建泉州大地震引发的海啸、1605
年琼州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1918年
广东南澳地震引发的海啸。

羊城晚报：我国何时开始重视对
海啸的研究，目前有何进展？

胡湛：我国在 1983 年加入太平
洋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但真正开始
重视海啸预警是在2004年印度洋大
海啸之后，2006 年国家海洋局开设
24小时海啸预警业务，国际海洋政府
间组织正式同意依托中国海啸预警
中心建设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
心，2018 年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
中心正式授牌。日本东北海啸后,我

国开始思考环太平洋地区的类似事
件对中国海岸边缘的影响，包括国家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然资源部海洋
灾害预报研究重点实验室等学术各
界都展开了积极研究。目前，我国已
经开始了一系列调查和研究项目，旨
在根据最坏的情况在社区层面绘制
海啸淹没地图。

羊城晚报：中山大学近年来在海
啸研究方面有何重要发现？

胡湛：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张培震院士团队李琳琳教授课
题组，近些年针对我国南海海域内
的多类潜在海啸源开展了系列研
究，指出南海海域是我国海啸灾害
风险最高的海域，存在马尼拉俯冲
带、南海北部活动断裂，海底滑坡等
多类潜在海啸源，马尼拉俯冲带地
震是南海域内最有可能触发区域性
大海啸的海啸源。受海啸波传播方
向性和海底地形共同影响，我国包
括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地的华
南沿海、台湾和内部各岛礁均将遭
受不同程度的灾害性影响，其中广
东省沿海是受海啸威胁最严重的区
域之一。

当前，我们对马尼拉俯冲带孕震
特征、地震活动性、俯冲带浅部近海
沟断层耦合度和发震机制认知有
限，现有海啸灾害评估结果仍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后期仍然需要投入
大量研究。

此次海啸对广东影响不大

汤加火山喷发并引
发海啸，广东会受到海啸
冲击吗？著名地理学家、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
研究所研究院梁国昭接
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
此次火山喷发引起的海
啸对广东的影响不大。

梁国昭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研究海啸，发表多
篇文章。他表示，汤加火
山喷发不会对广东造成
大的影响，是因为广东乃
至中国海域的外围，有包
括日本列岛等一系列的
岛链阻挡，阻隔了大部分
的海啸波。“即使有海啸
波抵达我国大陆海岸，那
也只会引起一点点海浪，
构不成威胁，当然我们不
能掉以轻心。”梁国昭说，
日本列岛、我国的台湾地
区、菲律宾、印尼等处在
太平洋地震带上，如果发
生地震海啸也可能波及
我国。

如何做好对海啸的

防护，梁国昭认为，首先
要保护好广东海岸线上
的红树林，其次也要保护
好近海的珊瑚礁。红树
林和珊瑚礁都能起到阻
挡海啸的作用。珊瑚礁
不断生长后可形成珊瑚
岛链，能很好地抵消海啸
蕴藏的巨大能量，减轻海
啸波浪灾害。而红树林
的根系发达，又生长在海
边 ，形 成 了 天 然 的 防 护
林，遇到海浪同样起到削
弱海浪能量的作用。

梁国昭还说，对于预
防 和 减 少 海 啸 的 灾 害 ，
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在
港 湾 修 筑 防 波 堤 ，沿 岸
种 植 防 波 林 ，以 及 保 护
好生态环境等。在海啸
发生时则应及早疏散沿
海居民，转移物资，把船
只 开 到 安 全 地 方 。 目
前 ，开 展 对 海 啸 等 重 大
自 然 灾 害 的 研 究 ，加 强
预警及提高国民的防灾
自救意识更为重要。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卫星视角下的汤加
海底火山喷发瞬间

新华社发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
朱嘉乐报道：记者从珠海市
卫生健康局获悉，1 月 17 日
21时至 18日 9时，珠海市新
增 3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17例、无
症状感染者 1例。新增病例
具体情况为：

病例 16：男，10 岁，是
14 日报告的确诊病例 2、病
例 6 的密接者，家住珠海市
香洲区南屏镇蓝溪枫景。

病例17：女，10岁，是14
日报告的确诊病例2、病例6
的密接者，家住珠海市香洲
区南屏镇十二村成丰园东。

病例 18：男，1 岁，是 17

日报告的确诊病例 14 的密
接者（母子关系），家住珠海
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五街。

以上 3例确诊均在集中
管理的密切接触者中检测发
现，经组织市级专家会诊，确
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增确诊病例近日主要活动范
围在香洲区南屏镇。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粤卫信报道：记者从广东省
卫健委获悉，1 月 17 日 0 时-24
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5
例，均为珠海报告。

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 13 例（其中 3 例为无症状感

染 者 转 确 诊），广州报告 8 例，
深圳报告 1 例，佛山报告 1 例，
东莞报告 3 例。新增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 6 例，广州报告
4 例，深圳报告 1 例，东莞报告
1 例。新增出院 17 例，目前在
院 235 例。

17日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
均为珠海报告

17日21时至18日9时

珠海新增3例确诊病例
均为集中管理的密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