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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稿 美

国东西海岸多个州
的州长 13日表示，

将自行决定何时解
除防疫限制措施，

并重启经济活动。
这些州包括东海岸

的康涅狄格州、特

拉华州、马萨诸塞
州、新泽西州、纽约

州、罗德岛州、宾夕
法尼亚州，西海岸

的加州、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

谁有权决定重
新开放经济已经引

起舆论热议。美国
总统特朗普 13 日

在社交媒体上称，
“一些人称各州州

长有权决定是否重
新开放，而不是总

统和联邦政府。这
个说法是错的，总

统才有权决定。”特
朗普多次表示希望

尽快重启经济，但
多位州长表示，除非专家和数据表

明这样做是安全的，否则他们不打
算解除限制。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沃尔夫
说，“鉴于我们有责任‘封州’，我觉得

我们也对‘开州’负有主要责任。”

东海岸诸州州长 13日举行电
话会议，强调区域合作，同意将组成

共同的委员会，研究并决定如何放
松限制，而西海岸三州则发表“西部

州协定”宣言，加州、俄勒冈州和华
盛顿州“将统一步调重新开放经济，

以明确的指标为依据决定是否重启
公众生活和商业。”

美国海军 13日表示，“罗斯福”
号航空母舰上的一名水兵因新冠肺

炎的并发症死亡，这是“罗斯福”号
首次出现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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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确诊病例总数已逾 1.3万例，累计
死亡 744例，疫情蔓延至 52个国

家。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
危机，非洲多国政府升级了各种措

施，包括关闭边境口岸、强制要求
隔离、禁止公众聚集等。

非洲常年饱受多种传染性疾

病困扰。13日，刚果（金）再发现一
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是 4月以来发

现的第三例埃博拉病例。新增病例
为一名 7岁儿童，与前两例确诊患

者曾前往同一家卫生中心。
此外，第二波蝗灾开始侵袭非

洲，非洲发展银行近日批准 150万

美元的紧急救济赠款，帮助东非 9

个国家遏制蝗灾。

农村疫情扩散
多国严令封锁

世卫组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
在非洲出现时间较晚，但近几周病

例却呈指数级增长，疫情正在非洲
农村地区扩散，目前已有超过 16

个非洲国家出现集群病例和社区
传播。

为应对不断升级的疫情，非洲

许多国已采取“封城”、宵禁等举
措。作为非洲确诊病例最多的国

家，南非自 3月 27日起实行全国
“封锁令”，力图遏制病毒传播。

疫情同样严峻的阿尔及利亚发
布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各种限行和

封闭措施，一旦居民违反禁令，将
面临罚款或拘禁。津巴布韦也实施

了“全国封禁”政策，居民除购买食
品等极少数情况外，不得外出。

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埃塞俄比

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实施方案，禁

止 4人以上的集会，在公共场合必

须佩戴口罩，客运车辆的载客量不
能超过 50%。确诊病例超过 1500

例的埃及宣布，全国宵禁再延长两

周。尼日尔宣布，将国家卫生紧急

状态延长三个月。

医疗体系脆弱
检测能力不足

同时，非洲大陆脆弱的医疗卫
生体系也给应对疫情带来巨大挑

战。部分国家重症监护室病床、呼
吸机和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对

于症状较轻的患者，只能采取居家
护理方案。

非洲国家检测能力不足，潜在
感染人数可能远超目前的确诊人

数，疫情扩散的风险极高。
南非卫生部长兹韦利·姆希泽

表示，该国迄今进行了约 6万次检
测，目前每天检测速度接近 5000

次。但与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这

个数字仍然比较少，意大利的人口
与南非相当，已经进行了 70多万

次检测。非洲其他国家的检测数据
更加令人担忧。

当地难民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联合国难民机构称，由于非洲东部

难民营空间狭小、水和基础卫生设
施稀缺、粮食供应难以得到保障，

特别容易受到病毒侵袭。

经济遭受重创
蝗灾雪上加霜

伴随疫情而来的，还有沉重的
经济及就业压力。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圭表示，
非洲 2020年经济增速可能从之前

预期的 3.2%降至 2%左右，原油出
口收入将大幅减少，而医疗支出可

能增加 106亿美元。

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疫情将
给发展中国家造成 2200亿美元的

损失，并摧毁非洲近一半的正式工

作岗位。非盟也发布报告预估，非
洲将流失近 2000万个工作。

目前非洲多国已行动起来积
极“自救”。埃及、肯尼亚等多国央

行近期集体降息，南非等国还推出
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乌干达政

府开始向 150余万“禁足”在家的

城市贫困人口分发救济食物。
伴随雨季到来，第二波蝗灾已

经开始侵袭非洲，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治理蝗虫灾害更加复杂。

首先，根据防疫要求，农民不

能离家，也被禁止聚集。其次，消灭

蝗虫需要大量喷洒药物，疫情使全
球货运航班大幅削减，杀虫剂运输

出现延迟。第三，非洲国家在防疫
上加大了支出，各国政府无法投入

大量资金消灭蝗虫。

中国守望相助
展现大义格局

面对危机，来自国际的援助格
外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

调，国际社会应将非洲作为抗疫的
“重中之重”。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
德也呼吁全球团结起来，他说：“如

果非洲没有打败新冠病毒，这种病

毒将再次攻击全世界。”“这是对我
们大陆的现实威胁。”非洲疾控中

心主任约翰·肯格松说：“为了生
存，我们必须在非洲赢得与新冠肺

炎疫情的斗争。”
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应

对沙漠蝗灾的募款呼吁增加至 1.5

亿美元，目前已承诺或到账的款项

有 1.1亿美元，来自包括中国在内
的 11个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中央

应急基金等多个国际捐款方。
自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拉响警

报，从抗疫物资到经验共享，中国
用各种方式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

支持和帮助。中国与非洲的兄弟之
情也在携手“战疫”中升华。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
院长王珩认为，帮助非洲，体现的

是大义和格局。中非在共同抗击和
抵御埃博拉、疟疾、新冠病毒等人

类共同敌人的历程中守望相助，当
下正是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关键时刻。 本报记者 张颖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 13日 21：30（北京时间

14日 9：30）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为

1918855 例，死亡病例为 119588

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3日表示，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解除

疫情期间实施的居家隔离等限制措
施。现有经验表明，解除限制措施前

应综合考虑 6项具体标准。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即将发布
修订后的新冠防控战略建议。该建

议包括各国在解除疫情限制措施前
应重点考虑的 6项标准：

■ 疫情传播已得到控制
■ 卫生系统已具备发现、检

测、 隔离和治疗每个病例并追踪每
个接触者的能力

■ 卫生设施和疗养院等特殊环
境中疫情暴发的风险已被降到最低

■ 工作场所、学校和其他人们
必须前往的地方已采取预防措施

■ 输入性病例风险可控
■ 社区已通过充分教育、参与

和授权来适应疫情“新常态”

谭德塞说，数个国家的经验让

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包括这种病毒如何表现、如何加

以阻止、如何治疗等。例如，新冠病
毒在养老院等拥挤环境中更容易传

播，一些国家的确诊病例每 3至 4

天就增加一倍，其致命性是 2009年
流感大流行的 10倍。

谭德塞强调，新冠病毒传播加
速明显，但减速过程却要慢得多。

“这意味着必须缓慢地、有控制地取

消限制措施，不能一蹴而就。”他认
为，只有采取正确的公共卫生措施，

并在具有强大的追踪接触者能力的
情况下，才能取消限制措施。他表

示，“最终完全阻断病毒传播将依靠
开发和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本报特稿 奥地利数千家商店

14日重新开业，成为欧洲首批解除
疫情封锁措施的国家之一。但奥地

利政府仍警告，“还没有脱离险境”。
自 14日起，面积不超过 400平

方米的小型商店、加油站、修车厂、建

材园艺市场等可恢复营业，店员和顾

客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保持距离等
规定。从 5月 1日起，购物中心、大型

商店和美发店恢复营业，餐馆和酒店
可能 5月中旬开始逐步恢复营业。

德国民意调查显示，44%的人
支持现行限制人员活动措施在截止

期 4月 19日之后继续生效，12%的

人希望强化措施，仅有 32%支持放
宽限制，8%赞成完全解除限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 13日发表电
视讲话说，为防控新冠疫情而实施

的“禁足令”将延长至 5月 11日。

俄罗斯疫情形势
普京称正在恶化

    本报特稿 俄罗斯总统普京 13日

说，俄境内新冠疫情形势正在恶化。
普京 13日主持召开抗击新冠

病毒会议时说，俄境内疫情形势每
天都在变化，而且是在向坏的方向

发展。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许多大
城市面临的风险都很大。

普京指出，未来几周对俄抗击

疫情具有决定意义，必要时将动用

军事资源抗击疫情。最新数据显示，
在过去 24小时内，俄罗斯境内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 2558例，累计确诊病
例增至 18328例，死亡 148例。

新冠病毒传播加速明显 减速过程要慢得多

世卫：限令“解冻”应考虑6项标准
追踪全球战“疫”

■ 中国向非洲捐赠的抗疫物资 本版图片 GJ

非洲连遇多道“坎”
新冠蝗灾埃博拉

■ 津巴布韦面临新

冠肺炎疫情考验

非洲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大陆，也是国际公共
卫生安全的薄弱环节。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非洲常
年饱受埃博拉等传染病困扰，如今蝗灾又将卷土重来。

同时面临多重挑战，非洲如何渡过危机叠加的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