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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疫情多点暴发扩散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冠肺炎
疫 情 暴 发 已 经 构 成 一 次 全 球 性 “ 大 流
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被疫情阴影所
笼罩。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
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3月 23日
7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突破 33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1.4 万例。中国以外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 24.9万。除
中国外，确诊病例过万的国家有意大利、
西班牙、美国、德国、伊朗和法国。

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欧洲刚刚
度过一个艰难的周末。英国 《金融时报》
刊文称，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因新冠肺炎
致死人数暴增，21日成为疫情暴发以来欧
洲最糟糕的一天。当天，意大利和西班牙
合计新增死亡人数1000余例。

意大利仍然是世界上因新冠肺炎死亡
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当地时间 3月 23日
6 时，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 5.9 万
例。意大利总理孔特于21日宣布应对疫情
的最新举措——政府停止与必需品无关的
所有非必要生产活动。

在美国，疫情也呈现出暴发态势。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 3 月 22 日下午 6 时，美国
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逾 3.2 万例。22
日不到18小时时间里，美国新增确诊6670
例。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继此前宣布纽
约州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灾区”后，再
次宣布华盛顿州也成为“重大灾区”。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分析认为，美国
疫情的峰值最早可能要到5月才能到来。

其他大洲同样难躲疫情侵袭。在亚
洲，除日本、韩国、伊朗等疫情较为严重
的国家之外，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近日也出现确诊病例数
猛增的态势。在非洲大陆，截至 3月 22日
12时，疫情已蔓延至44个国家和地区，确
诊总病例数破千。在拉美，21日当地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 3900 例，其中巴西超过千

例。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出
现确诊病例。

疫情猛如虎，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封
城”，严阵以待。有媒体统计显示，全球
至少已有48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
中，法国、韩国分别为“战时状态”“战
争状态”，葡萄牙则历史上首次进入全国
紧急状态。

愁云惨雾之中，一束难能可贵的“亮
光”来自中国。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3月 18日，中国首次无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1日，疫情重灾区湖北省连续 4
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

对此，世卫组织称，武汉报告零新增
病例给世界其他地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增添了希望。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称，中国31省份首次没有报告新
增本地传播病例，标志着全球遏制新冠肺
炎斗争出现重大转折。

没有一国能够独善其身

“这次疫情‘大流行’让人们认识
到，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经贸关系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
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脱离于整个‘地球村’的运转。”中共中
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无情的疫情，
各国尤需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或心存

“独善其身”的侥幸想法。
“这不是演习。”3 月初，世卫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就曾表示，所有国家都应该迅
速、大规模、思路清晰地采取措施应对新
冠肺炎，而一些国家对疫情不够重视或是
认定无能为力，这令人忧虑。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近日直言，目前美
国政府采取了对欧洲的旅行禁令等措施来
减缓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蔓延。但在此之
前，美国政府曾多次淡化国内疫情的严重
性，这种论调与专家的观点相左。

“在卫生健康领域，欧盟层面本来能做
一些政策协调。”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
长、联盟党经济学家杰拉奇指出，然而欧盟
官员没有及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之前对新冠
肺炎的危险性和传染力有所低估，无论在
政策还是医疗设备方面都准备不足，这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在美国和欧洲国家
集中暴发。”赵柯说。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疫情防控也
不容忽视。1 月底世卫组织宣布将新冠肺
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谭德塞曾强调：“我们最大的担忧是该
病毒有可能传播到卫生系统较弱且不足以
应对该病毒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日前也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最贫穷
国家和最弱势群体将受到最严重冲击。”

近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拉响疫情
警报，这为国际社会再次敲响警钟。

“发展中国家的医疗设备、专业人员
大多相对不足，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薄
弱，因此更需大力控制疫情向发展中国家
蔓延。”赵柯指出，疫情扩散到发展中国
家，不仅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还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比过
去，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
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
位也更加重要。如果这些国家为疫情所
困，全球产业链的运作无疑将随之受到影
响，本就暗淡的经济前景势必雪上加霜。

“通过国际合作，给予发展中国家必要的
抗疫支持，这既是帮助他们，也是帮助自
己。”赵柯说。

多边合作成为迫切需求

如今，无声无息却势头汹涌的新冠肺炎
疫情已向世界展示了它不可小觑的破坏力。

古特雷斯近日指出，世界“正在与病毒
作战”，“全球衰退——可能是创纪录的规
模——几近确定”。他警告称，如果让病毒
像野火一样蔓延，“它将杀死数百万人”。

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到今年底，就业

人员将损失至少860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
各国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疫情可能引发
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全球范围将损失约
2500万个工作岗位。

为了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
经济后果，各大央行近期频频紧急出手。
3月 15日，美联储突然大幅降息，将基准
利率降至接近 0。欧洲央行于 18 日宣布启
动一项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全面资产购买
计划。英国央行也在19日将基准利率下调
至0.1%这一历史低位，并承诺增加2000亿
英镑购债计划。

“为了防控疫情，各国不得不采取隔
离措施，这导致商品、服务、人员、技
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速度减缓，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从
各大央行短时间内迅速采取的这些非常规
手段也可看出，这次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
的影响非常严重。”赵柯说。

面对严峻疫情，国际社会呼吁全球紧
密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声音日益迫切。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韩国总统文在寅
等纷纷提议召开二十国集团 （G20） 特别
视频峰会，以期联合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
人共同抵御此次疫情危机，寻求解决之
道。古特雷斯也对即将举行的 G20紧急峰
会表示欢迎，称他将出席会议，并发出讯
息，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势。世界报
业辛迪加网站指出，恢复多边合作成为当
下紧迫而近乎决定性的目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
在毫不放松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努力为全球的抗疫斗争做出贡献，
具体包括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
协调、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和交
流、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
团队、向国际社会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援
助、同国际社会加强科技合作等。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做了
很多努力，主动开展国际合作。疫情是全
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
应对。随着疫情发展，在全球政治合作层
面，主要大国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协
调机制，这值得关注。”赵柯说。

战“疫”急需全球合作
本报记者 严 瑜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联合国75年历史中前
所未有的危机。它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影响了
全球经济，摧毁着人们的生活。”日前，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发表的一席讲话中，
直言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深切忧虑。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全球确诊
病例超过33万例、全球死亡病例破万……一连
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不断更新，残酷地展示着病
毒的可怕威力，也迫使各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深刻反思：疫情为何能够“大流行”？抑制

“大流行”当如何作为？

环 球 热 点

图为3月20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医院内，医务人员穿戴防护服。由于病例增长过快导致医疗系统
人手短缺，西班牙各地卫生部门已呼吁退休医护人员和医护专业学生投入到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争中。

弗朗西斯科·阿维亚摄 （新华社发）

过去的一个周末，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超过 30 万例。更令
人担忧的是，数字还在
飙升。没有人能想到，
2020年，这种像是戴着
王冠的病毒居然能够
肆虐全球，更没有人想
到，疫情面前，站在第
一线的中国居然成了

“污名化”的受害者。
当中国疫情严重

之时，美国福克斯电
视台某主持人抛出令
人匪夷所思的“中国
道歉论”，还有个别美
国政客抛出“武汉肺
炎”“中国病毒”等说
法。这是令人心寒的
冷漠，也是令人不齿
的“隔岸观火”。

某些对华裔乃至
亚裔群体仇视已久的
势力满怀恶意地借题
发挥，推波助澜，放
大 了 这 种 种 族 情 绪 。
海外的中国面孔甚至
亚裔面孔成为被歧视
乃至攻击的对象。

如今，中国疫情形
势好转，其他国家形势
严峻。中国开始积极
分享防控与救治经验，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向其他国家派遣医
疗救护组，捐赠医疗物
资，为国际合作抗疫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
量。国际舆论充满了
对中国防控疫情效果
的称赞，对中国为世界
争取时间的谢意，以及
对中国紧急时刻施以
援手的感恩。就连曾
经冷言冷语的部分美
国和西方媒体态度也
发生了大转弯。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掀起了另一波针
对中国的“污名化”，试图把中国当作本国应
对疫情不力的替罪羊。总统特朗普多次发推
时把新冠病毒写作“中国病毒”。国务卿蓬佩
奥则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应对病毒的措施有
问题，导致现在病毒在全世界泛滥。

在世卫组织明确反对把病毒和任何一
个地方、国家、民族、群体，甚至动物挂钩的
背景下，在中国一次次强烈抗议的情况下，
甚至在美国媒体普遍表示反对的时候，美国
一些政客罔顾中国为抗疫作出巨大努力和
巨大牺牲的事实，继续不厌其烦地向中国泼
脏水。但是，这个锅，中国不背。

“当你把病毒归咎于一整个种族时，你
就是在煽动人们敌视他们。”美国演员、“绿
巨人浩克”马克·鲁弗洛20日发推这样说。

作为公众人物，那些拼命“甩锅”的
美国政客会不知道胡言乱语的严重后果
吗？当然不是，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就
是这种“效果”，只要能抹黑中国，只要能
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哪怕为千夫所
指，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凸显的是他
们对华人以及亚裔的不在乎，甚至是对中
国和中国人的恶意。“污名化”既不道德也
不负责任。

在应对疫情初期，有些国家因为傲慢
和偏见行动迟缓，接下来，希望多一些对
中国的客观认知，停止“甩锅”恶行，千
万不要因此而继续耽误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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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 《消息报》 称，在经历 6个
小时会谈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就叙利亚伊德利卜问题
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据 《华盛顿邮报》
称，在停火协议实施近两周后，3 月 19
日，土耳其宣称自己国家的两名士兵在伊
德利卜地区遭遇袭击而身亡。俄土划定的

“安全走廊”能否稳定当地局势，成为国
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俄方出面 冲突暂停

据法新社报道，根据俄土就叙利亚伊
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成的协议，从当地时
间 3 月 6 日零时起，伊德利卜省交战方结
束目前战线上的所有军事行动；将横贯伊
德利卜的战略要道 M4 公路南北两侧各 6
公里范围内设为“安全走廊”。

“安全走廊”暂时成为叙利亚南部政
府军和北部反政府武装的军事缓冲区。

“俄罗斯出面在‘安全走廊’巡逻是为了
防止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冲
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
长李绍先向本报分析称。

据《华盛顿邮报》称，考虑到“安全
问题”，俄土在 3 月 15 日的首次联合巡逻

中缩短了巡逻路程。“在伊德利卜还存留
着大量恐怖组织，他们反对俄土停火协
议，这对‘安全走廊’造成了威胁。”李
绍先说。

俄土妥协 互相借重

据 《莫斯科时报》 称，在“安全走
廊”地区，俄方保证叙政府军不越线进入
北部，同时土耳其保证将叙利亚反政府武
装留在原地。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土方的
主要目的是确保停火，尽快为地区带来和
平与稳定，并不想和俄罗斯对抗。

据彭博社称，土耳其和俄罗斯都不想
再使局势升级，双方更不希望关系破裂。

“在此次谈判中，俄罗斯和土耳其都
进行了妥协，双方还没有到正面冲突的地
步。”李绍先指出。据美国 《外交政策》
分析，伊德利卜已成为俄土博弈的关键。
对俄罗斯来说，由于来自高加索、车臣地
区的恐怖分子加入伊德利卜的极端组织，
因此根除恐怖势力是其核心关切。对土耳
其来说，叙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的攻势将导
致大量难民涌入，这是其最紧迫的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俄罗斯与
土耳其互相借重。土耳其试图凭借与俄罗

斯的关系，插手叙利亚，以此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俄罗斯则想拉住土耳其，不至于
让其重回北约和美国的“怀抱”。

安全走廊 硝烟再起

在俄土博弈之外，盘踞在伊德利卜的
恐怖势力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威胁。对俄土
同意停火并在伊德利卜设立“安全走
廊”，部分极端组织强烈反对。

据“中东脉搏”称，3月 15日，俄土
第一次在“安全走廊”联合巡逻，便遭到
叙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
动。土耳其国防部称，由于土耳其驻扎在
伊德利卜的军队在 19 日受到极端组织袭
击，导致两名士兵死亡，土耳其立刻进行
了“报复”。

据黎巴嫩新闻网“AMN”称，由于遭到
了极端组织的袭击，土耳其将加强在伊德
利卜的军事部署和巡逻，俄罗斯表示将密
切关注该地区局势，严格执行停火协议。

“‘安全走廊’可能会给目前大规模冲
突局势按下‘暂停键’，但是在伊德利卜，除
了俄罗斯和土耳其各自支持的势力外，还
有大量极端恐怖组织存在，因此冲突很难
就此停止。”李绍先说。

俄土“安全走廊”难安全
刘小依

中国援助抗疫物资运抵埃塞
3月22日上午，满载着来自中国抗疫

物资的埃航货运包机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机场，这是马云公益
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非洲的
部分医疗物资，用于支援非洲 54 国抗击

疫情。
图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将中国援助的抗疫物
资运下飞机。

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