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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寝室，5名麻醉专业女生，2人直博，2人保研，1人通过研究生综合选拔——

五朵“金花”各绽高枝

学霸寝室的五人合影。
通讯员 摄

快乐五学霸。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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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美国如
果仓促重启经济，将面临新冠疫情再次
大暴发的可能。另一方面，从本月以来，
特朗普不断催促美国各州尽快复工。5
月12日，特斯拉无视加州禁令复工的
做法，就得到了特朗普的大力支持。

这不是福奇等科学家的专业意见
第一次被冷落，在美国抗疫大考中，美
国政府频频与科学家唱反调。在美国
疫情简报会上，以传染病专家福奇为
代表的医学家与科学家，他们的发言
时长仅占12%，早些时候白宫还阻止
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的科学家出席国
会听证会；美国疾控中心编写的复工
复产指南在发布前遭到白宫“封杀”；
美国政府反复散布“人工病毒阴谋
论”，多次被科学家打脸……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弱化疫情影
响，无视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拒绝戴
口罩，甚至抛出“注射消毒剂”等让人
啼笑皆非的反科学言论。政府的不重
视，致使部分美国民众对疫情缺乏正

确的认知，人们若无其事地聚集，抗议
隔离引发的暴乱事件层出不穷。

政府对科学的漠视，正在使美国
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纽约时报》
称，如果特朗普政府能采纳公共卫生专
家的建议，将居家隔离规定从3月16日
提前两周，本可以阻止90%的死亡。

恶果正在显现。据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
32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366350
例，死亡82105例，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
均居世界第一。美国经济社会问题持续
发酵，4月份失业率飙升至14.7%，创下
1948年以来最高值。此外，美国国内对特
朗普抗疫不力越来越难以忍受，路透社日
前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民意支持
率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8个百分点。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暴发以
来，美国国内科学与理智的声音偏居一
隅，政治家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作为
世界上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美国不仅
没承担大国责任，反而成为全球抗疫最
大搅局者。面对新冠疫情，美国应尽早摒
弃政治算计，用科学、理智的态度看待疫
情本身，早日回到抗疫救人的正道上来。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1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就新冠疫情应对情况作证时释放了两大
信号：第一，仓促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严
重后果；第二，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
很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仓促复工需警惕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
福奇当天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美国国会
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
关于疫情应对情况的听证会。他在作证
时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各州，如果在不具
备“有效果且有效率的”应对能力时就仓
促地重启经济，疫情可能会从小幅上升
演变成大暴发。

福奇说，美国存在疫情暴发至不可控
程度的“现实风险”，这不仅会导致本可以
避免的病痛和死亡，还将推迟经济复苏。他
说，虽然美国正沿着防控疫情的“正确方
向”前进，但这绝不意味着疫情已经完全得
到控制，如果缺乏足够应对措施，今秋将出
现疫情反弹。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
克·赞迪日前表示，美国各州过快重启经济
存在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第二波疫情暴发。

死亡人数或低估

听证会上，美新冠死亡病例数是否
被低估也是关注重点。对此福奇表示，美
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能高于官方统
计。

在回答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
问题时，福奇以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纽
约市为例称，可能有很多人感染新冠病
毒却没有去医院治疗，死于家中，因而未
被纳入官方统计。福奇表示，不清楚实际
新冠死亡病例数比官方统计的具体高多
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2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13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过8.2万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居
世界首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
究所 12 日更新了新冠疫情模型预测，
再 次 上 调 对 美 国 新 冠 死 亡 病 例 的 预
期，预计到 8 月 4 日美国累计新冠死亡
病例可能达 14.7 万例。该机构 5 月 4 日
公布的模型预测结果显示，至 8 月 4 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约 13.4
万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

现身国会听证会

福奇传递两大信号

在2020年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中，美国已有超过百万人感染，数万美
国人病亡，美国成为全球新冠确诊和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拥有领先医疗资源、技术和人
才的美国，在有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及时
预警的情况下，却在不到百天内报告的确
诊病例数从1增至100万以上？疫情在美
国发展的时间线真的搞清楚了吗？为什么
还有众多谜题待解？为什么世界主流科学
家认为病毒来源于自然界，而美国政府却
罔顾事实一味推销阴谋论？重重疑云之
下，美国人需要真相，世界需要答案。

美国新冠疑云美国新冠疑云
世界需要答案世界需要答案

5月3日，人们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运动休闲。当
日，温暖天气吸引大量纽约市民到公园休闲，增加了“佩戴口
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的执行难度。 新华社发

图为5月11日，冷藏车停放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处新开辟的临时停尸场所内。 新华社发

天下微评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栀子花开呀开，毕业季要来了。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百佳寝室”里，来自东西南北中的
5名女生, 2人直博，2人保研，一人已通过研究生
综合选拔，人生又将展开新的画卷。

“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人吗？”“学医不
需要熬夜苦读吗？”“相处不会有矛盾吗？”“毕业
不是结束吗？”带着社会上流传的一串疑问，5月，
记者走近这5名学医女生，走近被误解的麻醉专
业和学霸寝室。

打一针就走人打一针就走人？？
麻醉医生的工作你真的不懂麻醉医生的工作你真的不懂

“医生，我想要无痛分娩”“医生，我想要无痛
胃镜”“医生，我想要全麻”……虽然人人惧怕疼
痛，但当一台手术成功，病人往往感激涕零的是
举刀的外科医生，夸其“妙手回春”“华佗再世”，
谁会想到麻醉医生呢？在很多人眼里，麻醉医生
不就是那个打一针就走的人吗？

1846年12月21日，英国第一例麻醉手术是
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手术摆脱了
恐惧，科学战胜了疼痛，从此医生不再是“屠夫”。
但169年过去，直到2015年7月，云南的张琦玲、
海南的平安琪、湖南的杨敏婧、江苏的戴丹青、内
蒙的郭佳妮填报高考志愿时，仍然不了解麻醉专
业。“我只是想学医”“打一针让人睡着”“家里缺
个医生”“我原来第一志愿报的建筑学”“好找工
作”。这些竟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五个女生选
择麻醉医学专业的初衷。

进入大学，她们才知道，麻醉专业学习的课
程和临床专业差不多，她们也需要上解剖课，和

“大体老师”打交道。要懂的甚至更多，因为需要

麻醉的病人不分科
室，麻醉是一门综合
学科。而直到 2019
年6月，5名女生从

“大三大四”的见习
进入“大五”实习阶
段，才真正对麻醉医
生的工作有切身的
了解。

“术前、术中、术
后 ，麻 醉 医 生 都 得
在，是手术室里的守

护神。”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实习的张
琦玲，7：20 开会，7：40 进手术室备好药物和器
材，8：00开始第一台手术，如果是肾结石等时间
短的手术，一天可能七八台，中间只能花10多分
钟吃个饭。而肝脏移植、心脏瓣膜置换术等大手
术，一台手术就是六七个小时。手术前，麻醉医生
需要准备药物和仪器；病人进手术室后，核对信
息，接上各种监测仪器，静脉给药、插管，外科医
生手术时，盯紧仪器，监测病人心跳、血压、血氧
含量等各项生命体征变化。血压高了，可能麻醉
浅了，要调整用药量，血压低了，可能出血多，输
液可能要快一点。突发情况，随时处理；术后送至
恢复室，等苏醒，评估何时拔管。一天手术结束后
还要去病房看望第二天需要手术的病人，了解病
情和心情，评估是否适宜手术。不同的病人不同
的病，麻醉的方式和用药也千差万别。

来自云南保山的张琦玲，保研至中南医学院
湘雅二医院麻醉科。

“术中保证不痛，术后保证醒来，麻醉医生是
幕后英雄！”因是暑假，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
醉科实习的平安琪，平均每天有10台青少年的眼
科手术，最小的患者只有一两岁，哭闹不止，得到
等候区接抱进手术室，精细手术，术中不能有任
何躁动，用药更要小心。她也跟过脊椎科的大手
术，创面大，出血多，病人血压波动大，让她心里
特别慌张。

“工作时间长，但没想到压力大得像坐过山
车！”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实习的杨敏婧
有一次“单飞”，突然发现病人血压降得特别快，
她惊得连滚带爬赶紧叫老师，老师判断是血压计
坏了，虚惊一场。临危不乱，成竹在胸，看着就让
人安心的老师，是杨敏婧希望变成的样子。她还
发现麻醉医生有权停掉手术，第二天要手术的病
人一个因喉咙有发炎症状，一个因心电图有房

颤，无法麻醉而手术叫停。
来自湖南娄底的杨敏婧，直博保送至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麻醉科。
麻醉后处于深度镇静状态的病人平稳但危

险，潜在病变容易诱发，手术背后暗流涌动。麻醉
医生如舵手，紧盯仪表盘，不停地诊断、分析和处
理，让病人回到安全的航向。早上6点多起床，晚
上9点多回寝室，一台接一台手术，让同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麻醉科实习的戴丹青一回来，就洗洗
睡了，她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麻醉医生猝死频发。
而学霸中的学霸郭佳妮曾晕针晕血，因为手术室
工作的紧张，症状竟然有了缓解。但她发现，在手
术室里长时间紧盯各种仪器并不是她喜欢的工
作，直博保送时果断改成了血液学。

学医太苦学医太苦？？
自律的快乐你不懂自律的快乐你不懂

“学医当然苦，密密麻麻的课程表发给不学
医的同学看，他们都惊呆了。”来自海口的平安
琪，高三亲历了一场膝关节滑膜炎手术，术后第
二天就能走路，医生职业的神奇让她立志学医。
每周六还选修了法医学、中医学等好几门课。

但学医又好像并不那么苦。寝室里有个“自
律”得不像肉体凡胎的郭佳妮，得过两次国家奖
学金，直博保送至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她每天都是6：30起床，23：00前睡觉，雷打不
动。学习时间，再有诱惑的邀约，她也不会心动，
理由是：“每天完成当天的任务，考试前就不用熬
夜了”。其他4个女生也发现，熬夜3至4小时，第
二天整天状态不佳，得不偿失。在郭佳妮的影响
下，这个寝室成了不熬夜寝室。

医学书又厚又难懂，女生们各有妙招。直博
保送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的杨敏婧喜欢
刨根问底，一有疑问，“知乎”“丁香医生”“上课老
师”一个个问过去。大家有不懂的，经她一讲就很
清楚。保研至湘雅二医院麻醉科的张琦玲经常会
分享自创的“口诀”，姐妹们“醒来背一背，睡前背
一背,很快记住了”。保研至同济大学医学院麻醉
专业的戴丹青和通过中南大学麻醉专业综合选
拔的平安琪习惯在寝室复习，两人互相监督，效
率奇高。她们梳理提炼出一系列问题，听到在图
书馆或教室复习的三人回来的足音，立即实施

“堵门计划”，答不对不准进屋。这样，5人在娱乐
中又把功课复习了一遍。

操作考试也难不倒5人。需要皮肤缝合练习
模型，用瑜伽垫自制；需要人体模型，互相在对方
身上练习。团结互助的学霸寝室就这样苦中作
乐，个个成绩优异，5人累计获奖20多次。

毕业就结束毕业就结束？？
学霸的友谊你不懂学霸的友谊你不懂

“大三评上了百佳寝室，400元奖金被我们
下了馆子！”杨敏婧记得，剩余的钱还更新了“劳
苦功高”的扫把和拖把，当然，置办公共财产的事
都交给了“妈咪”戴丹青，这个江苏常州的女生会
照顾人又会持家。而抓阄当上寝室长的杨敏婧，
只管划分卫生区域，爱干净又自律的5人自觉打
扫。

5名学霸个性迥异。张琦玲大大咧咧，喜欢看
侦探小说，微信名“小邪”，是《盗墓笔记》里两位
男主名字合成，她还自学了乐器尤克里里。戴丹
青自小学绘画，还创作脑洞大开的穿越小说，嗓
音好，寝室里时常飘荡着各种热播剧主题曲。郭
佳妮安静温柔，从没发过脾气，爱看历史书，爱吃
爱逛街。自律得令人“发指”，保送直博后，作息时
间也没改过。最小的杨敏婧丢三落四，稀奇想法
多，爱思考，有
主见，《奇葩说》
里 那 些 绕 来 绕
去的情感辩
论题一
个也糊
弄不了

她；平安琪看上去安静，其实有趣，爱摄影，会插
画，平时还会把姐妹们的照片P成搞笑的表情包。

“寝室，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喜怒哀乐都能
分享。”两个女生和男友闹了别扭，三个“恋爱小
白”会送上理性的情感分析。5个“吃货”从河东吃
到河西，连来自呼和浩特的郭佳妮都爱上了鲜辣
的湘菜，每次温柔地抱怨肉太少太贵。她们一起
骑行、K歌、看电影，一起去凤凰、张家界、泰国旅
游。

寝室里，5个女生互相关心。假期深夜，郭佳
妮被开水烫伤脚，大家护送医院，看病抓药，日常
生活，轮流照顾。2019年8月，4人保研保博，平安
琪落了单，心情低落。大家都去给她鼓劲加油，不
时送好吃的给她。

转眼就要毕业了，5人再也住不到一个寝室
了。因为疫情，她们快一个学期没见面了，但每天
在微信群里视频、交流，晒美食、小说、插画，好像
从来就没有分开。

“同城多聚，异地创造机会聚。微信群保持活
跃度，科研方向的多交流科研上的问题，临床方
向的多分享工作上的趣事。”寝室长杨敏婧相信，
未来的医学科学家、血液专家、大学教授、优秀麻
醉医生有办法让友谊地久天长。

““零号病人零号病人””还能找到吗还能找到吗

美国是目前唯一确诊病例超百万的国家，跟其他
国家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为何美国疫情如此严重？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1月21日报告首例新
冠病例，2月29日报告首例新冠死亡病例。然而，美
国媒体5月5日披露，佛罗里达州1月份已经出现确
诊患者，而且感染的171人中没有一人曾前往中国。

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卫生部门4月21日公
布的尸检报告显示，美国最早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出
现在2月6日，比联邦政府公布的首例死亡病例早了

20多天。圣克拉拉县卫生局局长莎拉·科
迪说，当地尸检报告表明，新冠病毒在1月
甚至更早就开始在加州社区传播。

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
德3月11日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在
议员追问下承认，美国可能有新冠死亡病例
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

一些专家的模型测算表明，美国真实的
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可能更大。然而，美国官方
至今没有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布疫情数据。

有多少疫情信息被隐瞒有多少疫情信息被隐瞒

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白宫冠状病
毒应对工作组将逐步结束工作，随后可能设
立新的工作组着手恢复受疫情打击的经济。

讽刺的是，眼下新冠病毒已超过心脏
病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死因，因新冠病毒
丧生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死于越南战争、
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
国人的总数。

在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和质疑中，仅过
了一天，白宫就改口：工作组将继续存在，但会改变
重点。

事实上，面对这次疫情，美国本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早在1月初，中国就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
措，到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也只
有1例。世卫组织1月31日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最高级
别预警，美国情报机构1月和2月也在为总统特朗普准
备的十几份机密简报中就新冠病毒反复发出警告。

然而，白宫在两个月时间里持续淡化疫情威胁，
直到3月初，依然告知公众“风险非常低”。而当3月
13日特朗普终于宣布全美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
美国各地都已出现疫情暴发迹象。

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2020年的美国以一场
严重和深远的溃败震惊了自己。

人们有权知道：中国向世界各国发出的警告是同样
的，信号是清晰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做出了足够反应，进
行了及时干预，而美国却让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人们有权知道：早在1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已收到分别来自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下属
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的报告，预测新冠疫情将蔓延至美
国并可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为什么美国政界人士
起初想尽办法对病毒威胁轻描淡写，拖延“封城”决策？

人们有权知道：白宫为何限制抗疫官员同美国国会
的接触，拒绝让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出席众
议院听证会，解雇不合总统心意的新冠疫苗研究专家？

美国舆论认为，在一些美国政客眼中，死亡人数
与选举政治所依赖的经济数据相比，无足轻重。

美国为全球抗疫做了什么美国为全球抗疫做了什么

疫情暴发初期，有美国政客算计的是“疫情有利
于制造业回归美国”；疫情开始在多国蔓延后，美国政
客想到的是落井下石，追加对伊朗制裁，并试图用取
消制裁换取“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疫情在盟国愈演愈
烈之时，美方却截留一些盟友订购的防疫物资，甚至
想花重金争夺一家德企新冠病毒疫苗的专有权……

人们要问：美国和各国人员往来频密，现在成为
世界疫情的最大暴发地，如果美国控制不住，给世界
带来第二波重大疫情，这笔账要怎么算？

人们要问：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对
协调国际抗疫行动的世卫组织停缴会费，损害全球
抗击疫情、挽救生命的努力，严重干扰和破坏发展中
国家抗疫斗争，美国该不该给全世界人民一个解释？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指出，美
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对人类健康发动战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