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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高发，中东这些国家还接着打吗
中东地区累计确诊超15万 国际社会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全力对付新冠病毒
多名联合国中东地区特使4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东地
区冲突各方停火，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共同抗击新冠疫情。
分析人士指出， 疫情肆虐令饱受冲突与动荡之苦的中东雪上
加霜。尽管各国都尽力防疫，但如果冲突不止，相关国家及周边地
区就很难做到有效防控。大疫当前，停火抗疫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共
识，有关各方暂释前嫌、携手应对疫情挑战必要且紧迫。

强烈呼声
立即停火全力对付新冠

新冠疫情目前在中东地区呈
现高发态势， 各国累计确诊和死
亡病例持续增加。 根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12日发布的新
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中东地区累
计确诊病例数已逾15万。
严峻疫情给中东地区又添了
一道难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团
结不要对抗，是长久以来世界人民
共同期待，更成为疫情下国际社会
共同呼声。
11日，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
问题特使彼得森、联合国秘书长也
门问题特使格里菲思、联合国中东
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
等联合呼吁各方就停止敌对行动、
维持及延长业已存在的停火、实现
冲突的长期解决开展真诚的无条
件谈判； 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缓
解紧张， 通过和平方式弥合分歧；
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恶化的行
动。
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等国际政要也多次呼吁全球各地
所有冲突方立即实现停火，集中全
部精力对付新冠病毒这一人类共
同敌人。
古特雷斯3月23日在远程 记
者见面会上说，新冠病毒是人类共
同的敌人，而战乱地区医疗系统已
经崩溃，数量已然不足的医疗专业
人员成为袭击对象，难民和流离失
所者在疫情面前更加脆弱。全球停
火对于建立救生走廊、为外交手段
创造宝贵窗口期、为无力应对新冠
疫情的地区带来希望至关重要。
“病毒的肆虐显示战争的愚蠢。”

刻不容缓
难民聚集恐有疫情灾难
随着疫情走势不确定性加大，
中东地区各国绷紧防控弦。 其中，
深陷战乱或冲突的叙利亚、 也门、
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利比亚

等都面临日益严峻疫情，尽管均采
取了应对措施， 但分析人士指出，
连年冲突和战乱让这些中东国家
政局不稳、物资匮乏、医疗体系脆
弱，疫情防控措施可能大打折扣。
分析人士说，冲突导致大批民
众流离失所，大批难民在毫无防护
措施的情况下， 大量涌入边境地
区，聚集在人员极度密集的难民营
和临时居所。 一旦疫情大暴发，无
论对这些国家还是周边地区来说，
恐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目前令人欣慰的是，因和平进
程陷入僵局而长期势成水火的巴
以双方， 此次在严峻的疫情面前，
意识到同舟共济的重要性，暂时抛
开了以往的仇怨，一起联手抗击疫
情。此前冲突不断的加沙地带近来
呈现出“少有的平静”。 当地居民
说，他们已连续一个月没有听到爆
炸声。
巴以相关部门每天都互相通
报疫情动态。以方不仅向巴方提供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还为巴
方培训医务人员。以色列《国土报》
称，这是巴以双方“有史以来最为
紧密的一次合作”。
也门政府日前发表声明愿意
停火应对疫情，胡塞武装对此表示
欢迎。随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
国联军8日晚宣布， 从9日开始在
也门实行为期两周的单方面停火，
以响应联合国有关呼吁。
但令人担忧的是， 胡塞武装9
日指责，联军仍在继续攻击胡塞武
装目标。在利比亚，对峙的民族团
结政府和“国民军”依然激烈交火，
士兵们戴上口罩继续作战。而在叙
利亚等地，战火也依然在继续。
古特雷斯日前表示，支持停火
呼吁的国家不断增多，相关国家和
地区的合作伙伴以及民间团体等
也都积极响应。 但他同时坦言，目
前冲突方在“承诺与行动之间还存
在巨大的差距”。 而且由于一些冲
突方积怨已久， 彼此缺乏信任，实
现真正全面停火仍然面临着诸多
困难。

动态
英国首相约翰逊出院，还需继续康复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4月12日说，首相约翰逊已经出院，但仍
需继续康复，目前还不会立刻回到首相府开始工作。
发言人说，根据医疗团队建议，约翰逊随后将前往首相乡
村官邸契克斯别墅继续康复。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约翰逊5日晚入院，6日晚因病情恶化
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目前，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代表约翰逊处
理有关事务。
英国卫生部1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
确诊病例已达78991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达9875例，与前一天的
官方数字相比新增917例。

4月11日，在科威特艾哈迈迪省，因疫情被封锁地区的居民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食品。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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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
半个生命”
疫情下中东人民的
守望相助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多事
之地中东新添忧愁。 截至4月
11日，中东地区确诊病例已超
15万。严峻疫情下，封锁和隔
离在各国渐成常态。
阿拉伯作家纪伯伦说，“希
望是半个生命”。疫情下，中东
人用惯有的率真浪漫和善良热
情传递希望，驱散阴霾。
年轻的埃及女孩凯瑟琳在
开罗市中心经营一家小餐馆。
疫情期间， 医护人员的正常饮
食得不到保障， 这让凯瑟琳感
到揪心， 觉得自己应该为医护
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约两周前， 她发起一项
倡议， 为附近公立医院的医生
免费提供餐食。接受采访时，凯
瑟琳正在和厨师们准备400份
餐食。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 爱的
善举也在传递。 巴勒斯坦的家
庭主妇和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联
合起来， 每周五为居家隔离的
贫困人员免费配送餐食。 随着
伊斯兰教传统斋月的到来，她
们希望每天都能为这些贫困人
员提供食物。
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市郊的一间储藏室里， 身穿浅
绿防护服、 佩戴深蓝口罩的志
愿者 们正 有条 不 紊地 打包 物
资。米面、食用油、番茄酱、洗洁
精……社区和企业捐赠的食物
和清洁用品堆满了房间， 它们
被分类装进袋子， 由志愿者挨
家挨户送到贫困户手中。

疫情急剧扩散
印度延长“封城”至月底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 部
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4月
11日说，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当天早些时候在与多个邦首席
部长的视频会议中宣布， 决定
延长全国范围的
“
封城”措施。
凯杰里瓦尔说，莫迪作出
正确决定，延长“封城”。但他
没有提及更多信息，包括延长
“封城”的期限。
凯杰里瓦尔在社交媒 体
“推特” 上发文说：“如果现在
停止（封城），将前功尽弃。为
巩固效果，延长很重要。”
印度自3月以来新冠确诊
病例增速加快，疫情暴发呈逐
步扩散态势。 莫迪3月24日宣
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为期21天的“封城”措施。
因确诊病例增速较快， 多地将
“
封城”期限延长至4月30日。
按计划， 全国范围21天
“封城” 措施将于4月14日结

束，先前不少邦当局敦促莫迪
延长。
截至11日下午，印度累计
确诊病例747l例， 当天 新 增
710例，累计239人死亡。新德
里和孟买成为疫情严重地区。
疫情暴发初期，印度确诊
病例主要为输入性病例，且主
要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
城市。当政府开始采取隔离措
施， 暂停非必要商业运营后，
一些在大中城市做小生意或
打工民众因为无事可做，为降
低生活成本， 大量返回乡村。
“封城”后，农民工迁徙返乡和
宗教活动为疫情蔓延带来极
大风险。
在印度确诊病例较少 的
初期，一些印度官员和专家就
警告，因印度有数以百万计人
口生活在贫民窟，国家医疗系
统已经不堪重负，这种高传染
性病毒对印度是个灾难。

违反法国有关疫情出行规定
伦敦载客私人飞机被劝返
一架私人飞机4月11日下
午从伦敦飞抵法国南部一个
机场，机上10名乘客欲转乘直
升机前往戛纳一处度假别墅，
但因违反法国有关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出行规定而被劝返。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报道，这架私人飞机于当地时
间当天下午3时降落在马赛普
罗旺斯机场，机上共搭载来自
克罗地亚、德国、罗马尼亚、乌
克兰和法国的10名乘客，其中
有7名男性、3名女性。
机场方面4日将这架飞机
的行程报告法国警方，并被告

知除了法国公民，机上其他乘
客将被拒绝入境。然而，这架
私人飞机仍然如期而至。法国
边防警察拒绝机上7名外籍乘
客入境。最后，包括3名法国人
在内的9名乘客乘飞机返回伦
敦，另有一名乌克兰乘客包机
飞往德国柏林。
法国边防警察说，没有对
私人飞机飞行员或乘客处以
罚款，因为法律上而言他们尚
未进入法国境内。在机场等候
的3架直升机飞行员则因为无
必要理由出行被处以罚款。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