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黄国清

世界报道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

电（记者彭茜）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
北京时间 25 日 11 时，全球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40 万例，达 421792 例。全
球死亡病例达 18883 例。几
个数字令人关注。

10 天、4 天、3 天：全球
确诊病例数加速增长，从 10
万例到 20 万例用了 10 天，
20 万例到 30 万例用 4 天，
30 万例到 40 万例仅用 3 天。

80% 和 196：世界卫生
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超 80%
的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病毒对
国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带
来的威胁，截至北京时间 25
日 5 时 53 分，疫情已扩散至
196 个国家和地区。

7 国：除中国外，意大
利、美国、西班牙、德国、伊
朗、法国确诊病例均已超过 2
万。美国有取代欧洲成为疫
情新“震中”趋势，非洲一些
贫困地区和中东战乱国家面
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此
外，进入秋冬季的南半球国
家也出现疫情。

——亚洲：输入风险在
升高

较早出现疫情的中国、
韩国和新加坡的疫情本地传
播势头已经控制住，但仍存
在零星散发病例、输入性风
险依然很高。截至北京时间
25 日 9 时 30 分，日本单日
新增确诊人数创新高，累计
确诊病例达 1212 例。亚洲
多国输入性病例已连续多日
呈增加趋势。

此外，缅甸、老挝等东南
亚国家近日相继报告了首例
确诊病例。印度确诊病例最
近一周快速增加，从超过
200 例到突破 500 例仅用 4
天，引发印度国内舆论对社
区传播的普遍担忧。可见，
新冠病毒即便在热带地区也
有较强的传播能力。

——欧洲：“震中”形势
很严峻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
北京时间 25 日上午，欧洲地
区有 4 国累计确诊病例“破
万”，另有 13 个国家“破千”，
意大利、西班牙单日新增病
例均超过 5000。作为当下
全球疫情“震中”，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法国等多个欧洲
国家确诊病例持续激增，防
控措施也逐渐“加码”。

意大利目前是中国以外
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据意
大利官方宣布，截至 24 日累
计确诊病例升至 69176 例，
累计死亡病例 6820 例。意
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24 日呼
吁意大利人像二战后重建国

家那样来抵御病毒。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粗病

亡率（死亡人数/确诊病例数）目前最低，为 0 . 38%。
专家认为，这得益于德国强大的疫情监控体系、检测
和重症医疗能力，但能否保持低病亡率还取决于能否
控制疫情快速蔓延。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 22 日 23
时，欧洲各国粗病亡率最高的是意大利，为 9 . 0%。

——中东：战乱地区受考验
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本地传播形势依然严

峻，目前伊朗确诊病例已超 2 万例，该国卫生部官员
说，有的时候每 10 分钟就有 1 人病亡。此外，土耳
其和以色列确诊病例数也已“破千”。中东地区一些
国家由于多年战乱，卫生系统非常脆弱，令人担忧。
战乱中的叙利亚近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另外，民
众防范意识薄弱也是很多中东国家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3 日呼吁全球范围内
停火，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美洲：美国或成新“震中”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
间 25 日 11 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54893
例，已连续两天新增病例在万例左右。世卫组织发
言人 24 日说，过去 24 小时报告的病例中有 85% 来
自欧洲和美国，美国确诊病例数快速增加，可能成为
全球疫情的新“震中”。

此外，拉美地区疫情也正在蔓延，确诊病例不断
增多，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缓解疫情对民众生活的
冲击。巴西从出现首个病例至今不到一个月，确诊病
例已超 2000 例。巴西卫生部 20 日预计，病例数可能
在 4月激增，4月底巴西卫生系统恐面临崩溃风险。

——非洲：存在大暴发风险
截至 23 日，非洲已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

诊病例，累计病例超过 1500 例，几内亚、利比里亚等
曾遭埃博拉疫情重创的国家也在其中。尼日利亚、
津巴布韦、刚果（金）等国都已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非洲是国际公共卫生薄弱环节，非洲疾控中心
此前预测，下阶段非洲疫情可能会大规模暴发。

非洲多国已升级防控措施，包括禁止聚集性活
动、关闭学校等。分析人士说，虽然目前不少非洲国
家病例数上升缓慢，但这片幅员辽阔的大陆医疗卫
生条件相对落后，再加上缺乏检测试剂、防护物资等
问题，形势不容乐观。

——大洋洲：南半球传播或加速
截至北京时间 24 日上午 12 时，澳大利亚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 2000 例。新西兰卫生部 25
日宣布，新西兰确诊及疑似新冠病例 202 例。新西
兰卫生部总干事布卢姆菲尔德预计，未来确诊病例
会继续增加。新西兰已进入“封城”模式。随着南半
球开始进入秋冬季，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新冠肺炎
疫情传播风险升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何大一说，在
南半球已出现新冠病毒社区传播。随着天气转
暖，北半球可能在疫情防控方面获得优势，但南
半球的传播或将加速。

新华社纽约 3 月 25 日电（记者夏林）最近，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日趋恶化，学校停课关门，作
为最大外国学生群体的中国留学生中一部分人
已回国，留下的则通过各种方法应对疫情、保障
自身安全。

来自山东青岛的小武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市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尽管当地政府没
有宣布“封城”，该州的确诊和死亡病例与其他
州相比也不算多，但她和周围的中国同学都非
常谨慎，基本宅在家里，按照学校要求在网上学
习专业课程。

小武原计划春假期间出去旅游，在发现疫
情开始冒头后马上放弃，从 3 月初就开始囤储
方便面、意大利面、冻海鲜和冻肉等。她所在的

大学因疫情闭校，住宿生都必须离校。她的中
国同学大部分都没有回国，因为旅途较长，感染
风险较高，大家觉得还是留下来比较安全。

小武在校外租住公寓，她待在家里，上上网
课，做做饭，和来自上海的合租室友聊聊天，倒
也不算寂寞。远在青岛的父母每天通过微信和
她联系，生怕她出事。“可能是他们自己因为国
内的疫情经历过隔离生活，才会比较担心我吧，
毕竟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又远在美国。”小
武说。

来自北京的小卢在罗得岛州上寄宿高中，
春假之前闭校，春假之后何时返校尚不确定。
恰巧她在北京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小黄全家住
在波士顿，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离校之后她就寄

宿到小黄家。因为年龄小，和远在北京的父母
通过微信联系的时候，她有时会忍不住哭出来。

比小卢更担心的是她的父母。爸爸倾向于
让她继续留在小黄家，因为他觉得，一个高中阶
段的女孩子，如果离开这个“家”，处处都会面临
危险。妈妈则是思女心切，觉得在小黄家住的
时间长了，会给人家增加负担，想让小卢回北
京。然而，往返美国的各类风险让她忧心忡忡，
几乎是彻夜难眠。

同样来自北京的小徐和小王分别在康涅狄
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读本科，因为她们的父母
都在纽约市居住和工作，所以闭校之后，她俩就
住在各自父母那里。然而，纽约市被称为此次
美国新冠疫情的“震中”，确诊和死亡病例激增，

居民已被要求停止不必要的出行。
按照父母的要求，两人全天不出门，待在家

里上网课，和父母一起做饭。虽然小徐所住的
公寓楼已经“封楼”，但楼侧有一个大平台，外加
一个后院，自己随时可以去“放风”。小王很想
去超市采购，但在跟纽约的朋友通话后打了退
堂鼓。她了解到，华人超市货物齐全，涨价幅度
有限，顾客都戴着口罩，唯独服务员比较少，应
该是因为害怕疫情而不去上班了。相比之下，
其他超市内的顾客仍然大多不戴口罩。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中国驻美使领馆高
度重视留学生的安全。据使馆网站消息，为更
好服务留学生等旅美中国公民，使馆决定自当
地时间 24 日起增设两条涉疫情协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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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疫情下的中国留学生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4 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美国新冠肺炎入院患者中，有近四成
患者年龄在 20 岁至 54 岁之间，占比最大。这
看似与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报告中有关“老年人
面临较高新冠肺炎严重感染风险”的说法有所
不符。

美疾控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从 2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之间报告的 4226 例新冠
肺炎病例。在 508 名住院患者中，年龄在 20
岁至 54 岁之间的占 38%，占比最大。此外，

55 岁至 64 岁之间的占 17%，65 岁至 84 岁之
间的占 36%，85 岁以上的占 9%。

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权威医学专家，他们
认为，年轻人群社交活跃、国际旅行较频繁、与
新冠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接触概率更高等，可
能是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
教授肯特·平克顿表示，对于青壮年为何在
美国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占比最大有很多推
测，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他们参与的社区活动
较多，经常进行国际和国内旅行，接触新冠

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的数量更多，概率也
更大。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染病
系主任、药学教授罗伯特·斯库利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则表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发展
演进的研究仍处在早期，目前掌握的情况显
示，经常外出的人群是最早受感染的群体。随
着疫情的发展，这些年轻群体将病毒带回，可
能传染给家里的老人，病患的平均年龄也可能
随之会发生改变。

他说，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的年轻人

很少与父母和祖父母辈同住，因此年轻人与老
年人交叉感染的情况在中国出现得比美国更
早、更多。

这份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年长
群体的患病严重程度和死亡风险相对更高。所
有患者中，53% 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患者和
80% 的死亡病例为 65 岁以上的群体。

平克顿表示，老年人以及免疫系统受损或
已有健康问题的群体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但
任何年龄段的成年病例都可能因重症住院治
疗，都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为何青壮年居多

新华社纽约 3 月 25 日电（记者徐兴堂）打
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实
时更新图表，截至当地时间 24 日晚，美国确诊
病例已突破 55000 例，其中纽约市确诊病例比
前一天增加 2500 多例，达到 15600 例。全美已
有 790 人因新冠肺炎死亡，其中纽约市 192 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 13 日宣布美国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随后疫情严重的州、市纷纷宣
布各种抗疫管控措施。当地时间 22 日晚，纽约
市也开始“封城”。相关行政令虽使用了“封锁”
字眼，但这一命令可解读为“居家令”，意即“尽
量待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并没有强制性。

虽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交易大厅，只
进行网上交易，梅西百货等公众场所也关门谢
客，但纽约市政府并没有拿出控制人员流动的
其他具体措施。居民出门不会有保安阻拦，回

到住处也无须在门口测量体温。至于戴不戴口
罩，更完全是自己的事。

记者住处附近的药店开始限制进店人数，
出来一人放进一人。最常用的退烧药“泰诺”缺
货，普通感冒药每人限购两盒。尽管疫情快速
蔓延，但店员却没有一人戴口罩。

24 日，传来了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夫妇新冠
肺炎检测呈阳性的消息。同日，特朗普却表示
将在复活节，即 4 月 12 日实施全国解禁，希望
人们可以尽快返岗以促进经济增长。特普朗此
番言论在媒体上引发了激烈辩论，包括美国公
共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在内的医疗界专
业人士并不认同这一做法，认为在疫情仍处于
上升期时，不应放松管控措施。

致力于全球传染病防控的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24 日接受采访

时也强调，“隔离”是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
要求尽快复工是极不负责任的。“虽然对经济
来说是灾难性的，但越早严加控制，就可以越
早解除控制并回归正常。”

根据记者目前了解的情况，由于医疗资源
短缺等原因，除少数重症患者在医院治疗外，
纽约相当一部分确诊病例都自行在居所隔离。
宽松的“封城”措施之下，没有人会主动给他们
提供服务和治疗，也无人管束他们的行踪。

白宫 24 日发布公告说，鉴于新冠肺炎已
在纽约市普遍流行，任何离开纽约市的人都
应当自行隔离 14 天，以防止病毒传播。最近
常陪伴特朗普出席发布会的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24 日说，
纽约市的感染率已达千分之一，是美国其他
地方的 8 到 10 倍。

纽约“封城”大不同
如果“现代经济学之父”亚

当·斯密还活着，不知他是否支
持现在给英国的租客们减房
租？将市场原则与道德对立起
来的“斯密难题”迎来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的更新版。

斯密一生只发表过两部著
作——《国富论》与《道德情操
论》，前者更强调市场作为“看
不见的手”引导推进人的利己
心；后者则从人的利他心出发
揭示人类社会赖以和谐发展的
基础。西方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将这对冲突总结为“斯
密难题”。

疫情时期的一个“斯密难
题”是：租客的收入因疫情减
少，房东此时是否应该为他们
减免房租？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
阶级收入增长陷入停滞，房价
却不断攀升，这让英国年轻人
越来越难买房，从而导致租房
率居高不下。

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
市工作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租
房。在伦敦，地理位置稍好、交
通相对便利的一居室周租金为
三四百英镑（ 1 英镑约合 1 . 1
美元），大学、地铁口附近的房
子更贵。记者认识的几个英国
年轻人，工资收入的一半以上
都用来交房租。

如今疫情来袭，英国政府承
诺支付企业雇员的部分工资，并
允许他们缓缴税款，但包括自由
职业者、“爱彼迎”等网约短租房
房东在内的人群收入还是受到
冲击。一些年轻人没了工资收
入，房租压力可想而知。减免房租的讨论开始了。

一些银行已经行动起来，为每月还贷款的
“房奴”们减压，有条件地推迟还款，这样的政策
也可以惠及租客。英国的房东协会则呼吁尽量
不要向租客催租，应该允许那些没有恶意欠款
记录的房客在这段特殊时间里推迟还款。政府
最近也下令，禁止房东在未来三个月内驱逐无
法交纳房租的租户。

英国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也在发挥作
用。一些因为疫情失去工作的租客可以申请救
济金，买了相应险种的房东也可以在房客无力
支付房租的情况下获得赔偿。

现实要比理论复杂。对有的房东而言，房租
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为租客们免除几个
月的房租，房东或将被迫卖房求生存。还有房
东认为，自己平时节衣缩食，不敢度假，好不容
易买了房可以出租贴补家用，凭什么租客们平时
“月光”享受生活，现在又可以享受租金减免？

也有租客说，疫情导致英国央行降息，那些
“以租养房”的房东们每月房贷少还不少，已经
从中受益，他们应该通过减免房租把政府政策
带来的好处转让给租客。

不过记者采访的大部分房东与租客都表示
愿意彼此协商，共渡难关。

伦敦“快乐小羊”火锅店大英博物馆店店长
王长松说，疫情影响下，火锅店暂停营业，目前
正与房东探讨如何处理疫情期间的租金问题。

在伦敦二区拥有房产的关思容说，英国抵
押贷款机构为受疫情影响的个人提供 3 个月的
“抵押贷款假期”，让按揭买房的房东们缓缴贷
款。消息一出，就有房客发来信息，询问可否缓
缴房租。关思容说，自己每月收租金 2800 英
镑，其中 1500 英镑要用来还银行贷款，考虑到
现在的疫情，会让租客缓缴房租。

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一名呼吁为租客免除三
个月租金的教授所说，毕竟房东们今后仍然需
要这些租客，不能杀鸡取卵。

看来，“斯密难题”还需房东与房客友好协
商，找出互利互惠的解决办法。（记者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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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4 日电（记者许缘、高
攀）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表示，希望美国经济
可以在 4 月 12 日复活节到来时复工。他在白
宫对媒体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复活节来临时，教
堂的活动重新开放，人们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
时重回工作岗位，商业重新运转。

特朗普的复活节愿望遭遇的是美国本土疫
情升级的严峻现实。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数字
和不断加码的防疫措施预示着经济要恢复正常
运转并非易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
至北京时间 25 日 11 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升至 54893 例，新增病例已连续两天在
万例左右。世卫组织发言人 24 日说，过去 24
小时报告的病例中有 85% 来自欧洲和美国，美
国确诊病例数快速增加，可能成为全球疫情的
新“震中”。

眼下，美国已经有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加
利福尼亚州等 17 个州下达居家令。还有马萨
诸塞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等至少 21 个州宣
布停止非必要商业活动。

就在 24 日当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关闭所有“非必要营运”，以遏制新冠病毒
的传播。

在医学专家的眼里，控制疫情传播应是当
下第一要务。美国传染病学会理事蒂娜·谭认
为，如果短时间内迅速重启经济将“造成重大公
共卫生灾害”。

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劳伦斯·
戈斯廷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不负责任”，与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建议相悖。

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重要成员安东
尼·福奇的话透着一些无奈。他认为取消经济
限制的时间表必须“灵活”，需要每天、每周评估
可行性。福奇的观点更倾向于，在疫情还未到
达不可挽回的地步时哪怕过度反应，也好过未
来因没能及时遏制疫情扩散而后悔。

从重启经济的急切心态可以看出特朗普
对美国经济的担忧。近期公布的多项数据显
示，美国经济或许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衰退
泥沼。

受疫情影响，依赖客流量的零售商、酒店、
餐厅等被迫关门或缩短营业时间，包括航空公
司在内的部分物流行业停止运营，作为美国经

济支柱产业的服务业遭受重创。
IHS 马基特公司 24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3 月份美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环比
骤降 10 . 3 点至 39 . 1 点，这是该指标自 2009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3 月份美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环比下降 1 . 5 点至 49 . 2
点，跌破 50 荣枯线，从扩张陷入收缩。

眼下，对美国经济行将衰退或已经衰退
的预测不断增加。国际金融协会 23 日发布
报告说，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预计今年全
年美国经济萎缩 2 . 8%。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联合银行首席金融经
济学家克里斯·拉普基也认为，美国经济“刚
刚跌落悬崖，正在转入衰退”。

万神殿宏观经济学研究公司首席经济学
家伊恩·谢泼德森预计，按年率计算，美国经
济第一季度可能下滑 2%，第二季度可能下
滑 10%。

还有不到三个星期复活节就要来临，疫
情势头依然凶猛，经济日渐低迷，和很多国家
一样，美国政府面临着疫情防控和减轻经济
冲击两者间的艰难平衡。

当复活节复工愿望遭遇严峻现实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美
国
纽
约
曼
哈
顿
下
城

一
名
戴

口
罩
的
男
子
给
华
尔
街
铜
牛
拍
照
。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迎
摄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