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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关于
“超级真菌”
的 N 个真相
“各种药物治疗无效”
“ 致死率极高”
“ 公共
卫生新威胁”……一种被称为“超级真菌”的耳
念珠菌日前刷屏朋友圈，引起一些网友恐慌。
“超级真菌”真相如何？多位病原微生物专
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我国已发现的耳念珠菌
感染病例不等同于“超级真菌”感染，只有多重
耐药的耳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且“超级真
菌”对健康人群不构成威胁，公众不必恐慌，也
无需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深圳强降雨致人死亡事件调查

城市暗渠为何
“吞人”
？
深圳 11 日晚瞬时突降暴雨，导致多名工人在排污沟清淤作业时被水冲走，类似事件在两个小时内
连续发生三起，截至 13 日 14 时，事件共造成 11 人死亡。这场雨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一场雨会引发这
么多人接连遇难？水务部门是否收到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新华社记者进行了现场调查。

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珠菌是“超级真菌”
北京大学真菌和真菌病研究中心教授、皮
肤病分子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伟
说，要搞清楚“超级真菌”，首先要搞清楚“菌种”
和“菌株”的概念。他比喻说，如果把耳念珠菌
这个“菌种”比喻成人类，
“ 菌株”就像你、我、他
一样，
是不同的个体，
“体质”也不一样。
“就像你怕热、我怕冷一样，耳念珠菌不同
的菌株对药物的敏感性也是不同的，有的对药
物就很敏感，有的就体现出高耐药性。”刘伟说，
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所
以不能一见到耳念珠菌就说它是“超级真菌”，
“这个概念在传播中极易混淆，
造成公众误解”。

我国检测出的耳念珠菌没有“流行”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侵袭性真菌病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英春指出，
“ 首先，此前媒
体所述的 18 例感染病例中，检出的耳念珠菌菌
株都比较敏感，现在绝大部分广谱的抗真菌药
都可以治疗它。”
“其次，这些病例是在近年间从不同医疗机
构陆续检验出来的，是散发现象。”徐英春强调，
“同时，从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的 CHIF－NET
全国监测数据看，大约 2 万例菌株中才有 1 例耳
念珠菌，因此不存在‘超级真菌’在我国‘暴发’
或
‘流行’
的说法。
”

消防人员手拉手排查搜救失踪人员

“超级真菌”致死率并没有那么可怕
“超级真菌”让人闻之色变，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它“无药可治”。当人体免疫力大幅受损的
情况下，它们会乘虚而入。因此，它被贴上了
“高致死率”的标签。刘伟说，从科学上说“超级
真菌”固然“危险”，但从各国的医学临床观察
中，它的致死率与其他念珠菌感染所引起的死
亡率没有明显差异，
并没有那么可怕。

健康人群无需担心感染“超级真菌”
对于“超级真菌”引发的恐慌情绪，多位微
生物专家都表示“大可不必”。因为易感染人群
都是免疫力严重受损的人，健康人群无需担心
会感染“超级真菌”，它也不具备相互传播的可
能性。
徐英春说：
“ 超级真菌”本来就存在于人体
和环境中，只要人的免疫力没问题，完全可以与
之和平共处。从它发现至今没有一例通过呼吸
道传播的病例，大家可以放心去探望此类真菌
感染的病人。

中国正加强监测和应对“超级真菌”
多位专家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检测出
“超级真菌”，但绝不能放松警惕，关键是要加强
对它们的识别，并加以规范的测定。我国已在
2009 年建立了覆盖 230 多家医疗机构的病原真
菌监测网络 CHIF－NET 项目，每年发布一次数
据报告。
刘伟建议，我国应尽快扩大相关检测和报
告体系的范围，同时普及和推广规范的病原性
真菌菌种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测定方法，建立国
家统一的实验室检验标准，
“ 只有加强监测，才
能有效应对”
。

细菌耐药问题应引起更多关注
人类和细菌、真菌等病原菌的斗争，就像一
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青
霉素的发明和使用，人类才有了稳定而强大的
对抗武器。但就像“矛”与“盾”的故事一样，致
病病原菌也产生出药物适应性。
刘伟说，真菌作为真核生物体，比细菌更为
复杂，但有关病原性真菌规范化的菌种鉴定、耐
药性检测方法以及传播规律研究却开展得很不
够。
“超级真菌”在各国陆续被发现，应引起全球
公共卫生人员注意。(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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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短时间内从 1 米升到 4 米
11 日 21 时许，深圳市瞬时暴发强
降雨，短时暴发的雨水冲入正在作业的
暗渠，导致罗湖区西湖宾馆、东湖宾馆
以及福田区凤塘河香蜜湖路段附近河
段等三个点位正在清淤作业的工人躲
避不及被雨水冲走。
深圳市罗湖区副区长范德繁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工人当时正在进行治水
提质工程作业，对雨污分流进行除淤，
由于暴雨太急，部分工人没有来得及撤
离。在西湖宾馆段，所处空间是地下管
道中狭窄的暗渠、暗河，水面短时间内
从 1 米上升到 4 米，
瞬间将工人冲走。

记者 12 日下午在福田区侨香路与
香蜜湖路交会处现场看到，鼓风机在向
涵洞口内吹气，以确保氧气供应。救援
人员告诉记者，在行进至 200 米处遇到
障碍无法通行，于是转移地点，利用橡
皮艇、冲锋舟沿着河道及红树湾开展搜
救，
3 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在罗湖区东湖公园附近河段上，
搜救队通过声呐探测将大坝出水口
和沙湾河尽头之间作为搜救区域，城
市 消 防、森 林 消 防、街 道 辖 区 等 组 成
的救援队，踏入齐胸口的水中进行探
测搜救。

三处事故连发是否错过黄金逃生期？
究竟这场雨有多大呢？深圳市应
急管理局 13 日凌晨发布情况通报,称此
次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 40.6 毫米，
各区中平均雨量最大为罗湖区 65.0 毫
米，其中 10 分钟最大雨量罗湖区达 39.2
毫米，福田区达 39.7 毫米，短时降水极
端性很强。
深圳市气象局于 11 日 20：00 发布
大风黄色预警，20：10 在全市发布暴雨
黄色预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通报称，
深圳市三防指挥部办公室立即通过省
三防责任人系统向全市三防责任人发
布应急响应。预警发出后，与三处清淤
作业人员伤亡事故之间，存在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撤离施工现场。
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强降雨，并没有
出现如此多的人员伤亡。暴雨预警之
下，为何还有工人作业？预警信息是否
及时传递到所有作业工地？根据《2018
年深圳市防汛预案》，河流沿岸等洪涝

灾害高风险区域，在建工程、病险水库、
危险边坡周边是险情灾情高发区。另
据《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
定，水务局负责组织、指导水务工程建
设及水源管理单位的安全生产应急管
理工作。记者询问深圳市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在汛情发生时水务局是否启动
相关应急预案保证安全生产，截至记者
发稿时，没有得到深圳市水务局回应。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13 日发布的情况通
报称，这些工人是在准备撤离时被洪水
冲走的。
据悉，目前福田区所有水务工程
项 目 已 经 全 面 停 工 ，进 行 检 查 整 理 。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广东
省应急管理厅 12 日发出《关于进一步
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在强降雨期间不能确保安全的，
要坚决停工、撤人，确保不发生人员伤
亡事故。

加强城市暗渠
精细化管理
深圳市多部门运用大数据提
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并设立城
市安全研究院对城市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为何大数据系统的预警能
力经不住一场暴雨的考验？
专家分析认为，科技创新是城
市治理辅助手段，城市安全管理最
终还是要落实在责任意识和安全
机制上。往往是信息沟通渠道不
畅、安全意识薄弱、应急处置不当
等多方面原因，最终导致悲剧发
生。
深圳大学建设工程生态技术
研究所所长刘建分析指出，在现代
化程度这么高的城市，出现此次事
件让人痛心，事件暴露出安全网有
多重漏洞。
为防止类似的可避免悲剧，
专家建议提高有关职责部门、现
场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
全管理意识，加大安全设备的投
入力度，制定应急预案并严格执
行。此外，在河道沿岸和易涝地
点布设监视和警示系统，做到实
时监控。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所长刘开明表示，城市空间地理
平台上以大数据库为基础的数
字 化 城 市 管 理 ，要 坚 持 以 人 为
本，探索建立专业化的问题排查
机制，加强社会和城市的精细化
管理，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据新华社
“中国网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