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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
国东部时间2日傍晚被送往位于马
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
中心接受治疗。当天凌晨，特朗普证
实他与夫人梅拉尼娅感染新冠病毒。

白宫新闻秘书凯莉·麦克纳尼当
天下午发表声明说，特朗普虽然出现
轻微症状，但精神状态良好，一天都
在工作之中。此前，特朗普2日的公
开日程均已被取消。

出于慎重考虑并遵医嘱，特朗普
将在未来几天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
事医疗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工作。白
宫表示，特朗普不会移交权力。

当天下午，白宫总统医生在一份
写给麦克纳尼的备忘录中写道，出于
谨慎考虑，特朗普已服用再生元制药公
司的新冠病毒抗体药物及其他药物，虽

仍感疲惫但精神状态良好；梅拉尼娅状
况良好，有轻度咳嗽和头疼症状。

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2日早
些时候表示，特朗普表现出轻微症
状，但“精力充沛”，隔离期间将继续
履行总统职务。另有报道说，特朗普
自2日早晨起持续发烧。

特朗普如何被感染？
过去一周，特朗普行程满满，很

难查明具体感染源。确诊前48小时
里，他9月29日晚在俄亥俄州参加第
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9月30日
在明尼苏达州参加竞选集会，10月1
日在新泽西州参加筹款活动并会见
100多名支持者。

有迹象表明，一个可能的感染源
是9月26日在白宫玫瑰园，特朗普亲
自主持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

仪式，很少有出席者戴口罩或保持社
交距离。

出席提名仪式的两名共和党联邦
参议员和圣母大学校长约翰·詹金斯2
日病毒检测均呈阳性。3名白宫记者
和至少一名白宫工作人员也已确诊，
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参加了提名仪式。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日常工作直
接接触特朗普的白宫顾问霍普·希克斯
9月30日出现轻微症状，当晚随特朗普
从明尼苏达飞回华盛顿时在专机上被
隔离，10月1日早上检测呈阳性。

■新闻链接

特朗普接受治疗的“抗体
鸡尾酒疗法”是何原理

新华社电 2日，白宫医生肖恩·

康利说，特朗普接受了“抗体鸡尾酒
疗法”。

康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特朗普
被确诊感染新冠后，作为预防措施，
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再生元制药公司
的多克隆抗体治疗，单剂量8克。此
外，他还服用锌、维生素 D、法莫替
丁、褪黑素及阿司匹林。

这种抗体鸡尾酒疗法是什么原
理？效果如何？

据再生元制药公司官网介绍，这
种名为REGN-COV2的疗法是由两
种 单 克 隆 抗 体 REGN10933 和
REGN10987构成，旨在阻断新冠病毒
感染人体的过程。这两种抗体以非竞
争方式与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关键
受体相结合，二者组合使用，可降低
变异病毒躲避单抗体治疗的能力。

太湖隧道围堰合龙
扬子晚报讯（记者 石小磊）10月

3日，随着最后一根钢板桩插打至湖
底，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马
山段第九仓围堰封仓，至此，国内在建
最长湖底隧道——太湖隧道围堰施工
全部完成。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常州至无锡
段是江苏省“十五射六纵十横”高速公
路网规划中“十五射”的组成部分，其
中太湖隧道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全长 10.79 公里，净宽 17.45 米。自
2018年3月13日首根钢板桩施打以
来，围堰工程从大堤岸边由两侧向太
湖中间不断推进，累计插打钢板桩6.8
万余根，钢管桩4626根。历时2年7
个月，马山侧与南泉段在湖中无缝对
接，成功实现第一次“牵手”。

截至目前，太湖隧道已完成底板
7.77公里、侧墙6.91公里、顶板5.77公
里。下一步，该项目将重点推进隧道
主体工程施工，逐步开展路面、机电等
工程施工，努力实现年底前隧道主体
工程贯通的总目标。

中秋国庆期间，江苏省对接上海
转运工作专班交通转运组工作人员
舍小家为大家，继续奋战在交通转运
第一线。面对渴望回家的万千群众，
省转运工作专班交通转运组及13市
工作专班交通调度人员共80多名奋
战在一线的交通人充分发扬“越是艰
难越向前”的精神，为全省人民筑起
一道健康“长城”。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石小磊

信息调度员张然：
为了南京的平安，我们坚守在昆山

身穿厚重的防护服，戴着N95口
罩，全副武装地忙碌着。手机早已因
为高温和连续使用而罢工；汗水早已
浸湿了全身，却不能擦；嘴唇早已干
裂，却不能喝水。这就是昆山专班交
通组的工作情况。

张然，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监督局七支队应急指挥组副组
长，此次转运担任昆山专班交通组信
息调度员，在他二十年的交通一线工
作中，2003年的抗击“非典”为客车旅
客测量体温，2008年的雪灾护送客车
返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昆山连
续工作两个多月，张然利用前期积累
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建议，确保了南京转运工作始终保持
高效、安全、顺畅，得到省专班和转运
旅客的一致称赞。

两个多月的外地工作，由于防疫
要求，张然从未回过家，这个节日仍然
坚守在工作岗位，对他来说，感觉最亏
欠的是妻子和十岁的儿子，晚上只能
通过视频和家人联系，放下手机，心里
仍然是对家人的想念。但是，张然坚
定地说：“我们在昆山的付出，才能换
来南京家人的摘下口罩，值得！”

运输保障组组长顾维刚：

做一名不畏风险的交通“老兵”

顾维刚，涉外疫情防控中转接驳运
输保障组组长、中转基地副总调度、苏
汽集团副总经理，7月31日入驻昆山中
转基地。他深入转运现场和上海隔离
酒店踏勘调研，研究制定《经上海机场入
境来苏人员转运交接工作方案》《昆山中
转基地车辆现场管理办法》《入境来苏人
员昆山中转基地交接流程》等规章制度
和指引。他还建立了每日一次班前会、
一次车辆安全检查、一次谈心教育、一次
总结会、一次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回
放的“五个一”安全机制，及时了解驾驶
员思想动态、车辆机务状况、当日转运工
作开展情况。完善协调机制，强化与公
安、卫健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了与上
海三区防疫部门及隔离酒店的协作机
制，每日对接接转旅客信息，排定班车，
确保转运工作“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作为临时党支部书记，顾维刚虽然
年近60，却事事亲力亲为。即便已经
全身汗透，也看不到他坐下来喝一口
水、休息一会儿，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

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个月来14754人顺利转运入苏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让更多渴望
回家的群众可以早日团圆，这是转运
组80多名交通人的共同心愿。大年初
一驱车400公里从老家赶回南京，投入
抗疫一线的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干部闫
枫逸，9月16日起又奔赴昆山，担任起省
对接上海转运工作专班交通转运组组长
之职，他与联络员朱永一起负责江苏从
上海入境转运的综合调度、协调和指
导。这个节日，他们守在江苏“东大门”。

记者了解到，从8月3日至10月3
日，省转运工作专班交通转运组累计
接转入境赴苏人员14754人，其中中
国籍旅客13479人、外国籍旅客1275
人，共投入接转车辆2981辆次、驾驶
员3173人次、陪护人员5728人次，持
续保持了安全接转“零事故”、旅客和
工作人员“零感染”的良好记录，不仅
帮助漂洋过海回到祖国的群众顺利返
乡，更牢牢守住了8000万江苏人健康
的“东大门”。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特朗普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和梅拉尼娅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我夫人彭丽媛谨向你和你夫人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入院接受治疗

江苏交通转运组筑起“健康长城”
2个月来顺利接转14754人入苏，这个长假他们仍奋战在转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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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钓鱼岛
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

新华社电 2020年 10月3日，中
国钓鱼岛数字博物馆在钓鱼岛专题网
站（www.diaoyudao.org.cn）正式开
通上线。

该博物馆由序厅和三个展厅组
成，展陈内容包括历史图片、视频资
料、文献资料、法律文件、实物模拟、各
类模型、动画故事、新闻报道和学者论
著等，并设有讲解员、馆长问答等互动
环节，生动地展示了钓鱼岛主权属于
中国的法律和历史依据。观众通过参
观该博物馆，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钓
鱼岛的地理环境，了解钓鱼岛问题的
来龙去脉，进一步认识钓鱼岛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钓鱼岛数字博物馆目前先行
开通了中文版，之后还将适时开通英、
日、法等其他语种版本。

习近平向特朗普总统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