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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末聚餐已不是休闲首选，街头人潮已成
昨日风景……一年多来，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
原有的生活和工作习惯。“理智战胜情感”，世
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适应抗疫带来的
变化，这背后是人们早日战胜疫情的期盼。

更多人主动戴口罩

　　为防控疫情，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口罩
令”，要求在某些场合强制戴口罩。
　　“戴口罩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韩国首
尔市民刘昇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由
于鼻炎，戴口罩曾让他感到难以呼吸。
　　但如今他逐渐习惯了戴口罩的日常，如
果哪天出门忘记戴还会被别人盯着看，“感觉
很尴尬”。
　　口罩让人们面对面交流的体验大打折

扣，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戴口罩是“科学
的、正确的”抗疫措施。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居民
布鲁·伊洪贝莱看来，戴口罩虽然是一种限
制，但这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伊洪贝莱希
望所有人都能一直严肃对待疫情。疫情刚
暴发时，大家都严阵以待，但如今一些人似
乎放松了警惕，这令他感到担忧。

更多人愿意打疫苗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本月早些时候发布
调查报告说，去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在 14
个国家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新冠
疫苗的接受度在一半以上国家都呈上升趋
势，多数国家受调查者对疫苗副作用的担
忧呈下降趋势。总体上近 58% 的受调查者
表示他们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英国受调查
者的接受度最高，今年 2 月的调查显示达
到近 77%。
　　参与该调查项目的帝国理工学院教授
奥劳·达尔兹说，民众对新冠疫苗的接受度
在提高，但数据也显示一些国家还需做更

多工作来给人们信心，消除他们在接种方
面的担忧。
　　英国国际医生协会全国主席钱德拉·
坎内甘提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接种
疫苗是抗击疫情的一个转折点。自从开始
接种疫苗后，可以观察到病毒传播趋缓，发
病率下降，需要入院治疗的病例数也大幅
减少。
　　阿根廷纪录片导演阿古斯丁·拉克雷
斯说，医学研究已经表明新冠疫苗是有作
用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接种，任何一
款都行”。

更多人适应“云”生活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人们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不能外出度假，没有公共活动，无法
聚会，一些父母甚至不得不劝说在外工作
的孩子不要归家。
　　拉克雷斯说，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不
能任意旅行，因为家人离他非常远，“我非
常思念他们”。
　　现居英国的达妮卡·安杰拉·马科斯是

一家国际非营利机构的员工。疫情给她带
来的一个很大冲击是亲人去世时不能陪伴
左右。她的爷爷去年年底在美国去世，由于
疫情，她和家人无法参加葬礼。
　　“我们在视频会议软件上观看爷爷的
葬礼，整个过程感觉很艰难。”她说。
　　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教授汉娜·克洛
克感慨，所有东西都被新冠疫情影响了：

“我的科研工作、授课、日常生活，我的幸福
感以及我的健康都受到很大冲击。”
　　疫情也促使人们探索生活和工作的新
方式，如今已离不开“云”。克洛克说，她相
信大家都能逐渐找到新的应对方式，如在
线工作意味着能更容易与一个远方的人展
开对话。现在人人都在学习如何通过在线
方式做好自己的事、如何最大限度利用这
一新机遇。
　　坎内甘提也说，不同行业都在审视新
的工作方式，这些趋势带来的影响是逐步
显现的，等到疫情结束时就会形成新常态。
  （执笔记者：葛晨；参与记者：彭天潇、
汪平、张家伟、金晶、倪瑞捷、田明）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新华社记者郝亚琳、褚怡

　　澳大利亚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原本
将于 3 月 17 日到期，但本月初，政府表示将把管控政
策延长 3 个月至 6 月 17 日。这一决定让已陷入低谷的
澳国际教育产业在短期内看不到复苏希望。
　　国际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2019
年产值达 403 亿澳元（1 澳元约合 0.78 美元）。去年新冠
疫情暴发时正值学校假期，大量回国休假的留学生因澳
政府的边境管控政策无法返澳上课，不少有意来澳留学
的学生也因此转向其他国家。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
示，去年 12 月只有 230 名留学生抵澳，同比减少 99.4%。
　　作为澳各大学重要收入来源，留学生数量锐减给
其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澳大利亚大学联盟表示，去年
各大学裁减了至少 1.73 万个岗位，损失高达 18 亿澳
元。留学中介、房屋租赁、语言培训甚至餐饮、零售等相
关产业也受到冲击。
　　老陈已在悉尼从事留学中介业务十几年，他告诉记
者，原本以为今年生意能有起色，因为澳疫情控制得不
错，现在也开始接种疫苗了，但新政策让他的希望变得渺
茫。“去年疫情来得突然，还有些老客户，今年业务量还在
下降，一个月就十来个人咨询，办成的也就二三成。”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预计，边境持续关闭将让国际
教育产业今年损失 20 亿澳元。
　　为让留学生返澳，各大学和澳地方政府想尽了办
法。去年 11 月，位于北领地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包机
将 60 多名留学生接回澳大利亚，这些学生入境后在北
领地首府达尔文附近隔离了 14 天后返校上课。但这仅
是个案，其他地区也提出了类似方案，但都因疫情被联
邦政府否决。
　　除了边境管控，入境人数限制也是一大难题。联邦
政府表示要优先让滞留海外的数万名澳大利亚人回
国，而且目前的入境人数限额在 4 月 30 日前不会增
加，这让各地方政府陷入两难。
　　上周，新南威尔士州财政部长多米尼克·佩罗泰特
提出，让该州留学生去塔斯马尼亚州隔离两周。这一要
求被塔斯马尼亚州断然拒绝后，他又提出希望政府将
入境人数限额中的部分划拨给留学生。
　　“我们理解让澳大利亚人优先返澳的重要性，但我
们还有很多人要靠留学产业养家糊口。”佩罗泰特在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老陈告诉记者，上个月他在国内的合作伙伴有 15
名客户选择去英国留学而不是澳大利亚，还有一些高
中毕业本来计划来澳读本科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已经
考虑让孩子复读一年考国内大学。“不知道边境什么时
候能开放，好多人不想等了。”
　　墨尔本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内森·格里尔斯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严格管控边境是为了杜绝社区
感染，现在隔离酒店床位有限，还有数万名澳大利亚人
滞留海外，所以留学生和商务旅行势必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国际留学生能带给澳大利亚很多积极因素，不仅
是收入，还有不同文化。
　　“我很想念留学生们，我们要让他们安全地回来，
特别是那些疫情控制不错国家的学生。”格里尔斯说。
           新华社悉尼 3 月 15 日电

抗疫带来的改变：各国民众点滴感悟

　　新华社柏林 3 月 15 日电（记者张远、任
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巴符州）与莱茵兰-
普法尔茨州（莱法州）14 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拉开德国“超级选举年”大幕。初步结果显示，
已连续执政超过 15 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所
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两州均遭受
重挫，得票率创历史低点。
　　分析人士指出，基民盟表现不佳的部分
原因是，近期抗疫不力和“口罩丑闻”发酵导
致其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走低。若这一趋势
持续，或将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影响默克尔

“接班”人选。

双州落败

　　今年德国将举行一系列重要选举。按照
日程，3 月至 9 月，巴符州、莱法州、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图林根
州以及首都柏林共 6 个州一级行政单位将

陆续举行州议会选举，联邦层面还将于 9
月 26 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3 月 14 日的
两州选举被视作联邦议院选举的前哨战。
　　根据德国媒体 15 日发布的初步选举结
果，在巴符州，绿党以 32.6% 的得票率居首
位，基民盟得票率为 24.1%，社会民主党（社
民党）为 12.7%。在莱法州，社民党得票率是
35.7%，基民盟为 27.7%，绿党为 9.3%。
　　相较 2016 年的州议会选举结果，基
民盟在巴符州和莱法州的得票率分别下降
2.9 个和 4.1 个百分点，达到历史低点。德
国媒体评价基民盟遭遇“历史性的失利”，
并认为此次两州选举结果可能“重塑政治
版图”，并影响 9 月联邦议院选举。

失利原因

　　基民盟秘书长保罗·齐米亚克 14 日晚
发表声明，将选举失利原因归结为三点：一
是绿党在巴符州、社民党在莱法州先前持
续执政，其地方领导人积聚了足够高的人
气；二是基民盟受到近期“口罩丑闻”的拖
累；三是民众不满基民盟的疫情应对表现。
　　今年 3 月以来，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

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的 3 名联邦议院
议员因卷入在政府口罩采购过程中收受好
处费的丑闻而辞职。该事件引发民众对基
民盟和基社盟的信任危机。
　　基民盟作为执政党在近期疫情应对方
面也受到民众诟病。现阶段，德国正处在第
三波新冠疫情初期，不少人抱怨政府抗疫
政策在“封城”和开放之间反复摇摆，疫苗
供应未能得到足够保障，疫苗接种优先顺
序过于死板，致使疫苗接种进度缓慢。
　　观察人士指出，基民盟在联邦层面的
民调支持率走势大致与德国疫情形势正向
关联。去年夏天德国疫情呈现较好态势时
基民盟支持率接近 40%，而最近一个月则
降至 33% 左右。尤其在“口罩丑闻”曝光
后，基民盟支持率进一步下滑。

接班竞逐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基民盟在州议会
选举选情走低，或将影响默克尔的“接班”
人选。
　　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党团是
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由于基社盟是巴

伐利亚州的地方性政党，基民盟在联盟党
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基民盟党主席有较大
几率成为未来总理。德国历史上多位总理
都曾担任基民盟党主席，而基社盟成员从
未出任过总理。
　　默克尔已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出任总
理，这意味着德国在今年 9 月的联邦议院
选举后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接班”问
题备受关注。今年 1 月，基民盟在全国党
代会上选举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
州）州长阿明·拉舍特为党主席。
　　从惯例上讲，拉舍特本该是基民盟和
基社盟共同推举的总理候选人。但有分析
人士说，基民盟在巴符州和莱法州选举失
利，恐将使拉舍特的号召力受损，增加“接
班”问题的悬念。
　　近期多份民调显示，基社盟党主席、巴
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在应对疫情中
表现抢眼，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最佳总理人
选。虽然泽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回避
竞选总理的问题，强调自己的位置在巴伐
利亚，但德国一些媒体分析指出，泽德或是
在等待时机，若基民盟在州选举中接连表
现欠佳，他可能就会出山竞选总理。

德执政党关键州落败，或影响默克尔“接班”人选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
许可、董雪）针对缅
甸中资企业遭打砸
抢烧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15
日表示，希望缅方
采取切实措施，保
护在缅中国公民的
安全，坚决避免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赵立坚在当日
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说，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第一时间同缅甸中
国企业商会和相关
企业取得了联系，迅
速要求当地警方采
取有力措施，保障中
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缅方已向涉事地区
增派警力和消防力
量，加强现场治安处
置。中方将继续敦促
缅方采取切实措施
制止一切暴力行为，
依法查处相关肇事
者，确保在缅中资企
业和人员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
　　他说，中方密切关注缅甸局势的发展，对中方机构
和人员安全受到影响非常关切。同时提醒在缅中国公
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身防范措施。
　　赵立坚说，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缅甸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宪法和法律框架
下解决矛盾分歧，继续推进国内民主转型进程。当务之急
是防止发生新的流血冲突，尽快实现局势缓和降温。
　　他强调，中缅经贸合作始终基于互利共赢原则，有
利于缅经济社会发展，惠及缅当地民众。这些不法分子
的行为不符合缅甸和缅甸人民的利益。“我们呼吁缅甸
民众合法表达诉求，不被煽动和利用，以免影响中缅友
好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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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严控边境

重创该国教育产业

　　新华社大马士革 3 月 15 日电（记者郑
一晗、汪健）2021 年 3 月 15 日，叙利亚危机
爆发十周年。战乱令叙利亚人饱尝苦难，对体
育爱好者来说，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一
块平整的运动场都是一种奢侈。
　　然而，有这样一群叙利亚年轻人，他们
在逆境中坚持梦想，用体育精神与苦难抗
争。2 0 岁 的 吉 亚 斯·扎 姆 祖 姆 就 是 其 中
之一。
　　读中学时，扎姆祖姆在一次炮击中受伤，
被迫截肢让这个喜爱打篮球的少年一度消
沉，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回到篮球场。
　　偶然的机会让扎姆祖姆结识一群同样身
体残疾的青年，他们组成轮椅篮球队，一起训
练、比赛，同时也一起挑战身体极限，分担压
力和困难。
　　“如果没有篮球，我可能会一直在家里消
沉下去。篮球改变了我，让我重新和社会联结
了起来。”扎姆祖姆说，现在他的移动速度、投
篮精准度不比身体健全的人差，在运动中他
找回了乐观和自信。
　　十年来，叙利亚的残疾人数量大幅增加。
联合国 2020 年发布的统计显示，叙利亚 12
岁以上的人口中 27% 存在残疾，总数约
370 万。
　　球队心理咨询师海法·曼苏尔告诉记
者，这些年轻人在追逐梦想的同时，还背负
着养家糊口的压力，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
柱。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很多体育爱好者难以
走上职业化道路，而叙利亚恶劣的局势、西
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都让体育行业难以获得
资金扶持。
　　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同样有一群
在苦难中追逐体育梦的女孩。不同的是，18
岁的费里娅勒·艾哈迈德和姐妹们组成的是
一支足球队。
　　艾哈迈德家住边境城镇艾因阿拉伯（又
称科巴尼），15 岁那年为躲避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迫害，她随父母逃到邻国土耳其，过上
居无定所的难民生活。

　　很多叙利亚人认为踢足球是男孩的运
动，但艾哈迈德从小就喜欢跟男孩们踢球。
在土耳其生活的两年里，面对窘迫的生活，
踢足球帮助艾哈迈德极大排遣了内心
苦闷。
　　叙利亚局势有所缓解后，艾哈迈德回
到家乡，这里的一切都被战火破坏了，昔日
她和伙伴们纵情奔跑的球场也一片狼藉。

　　学校在修缮后很快复课，艾哈迈德和
同学们组建了一支女子足球队。她们刻苦
训练，外出比赛，在体育运动中逐渐寻回失
去的快乐。
　　“我的家乡局势依然很糟糕，每当我心
情不好的时候，踢球会让我忘记烦恼。”艾
哈迈德说，足球锻炼了她直面恐惧和压力
的能力。

　　球队教练达利勒·加法尔对记者说，希
望女孩们在球队里学会克服压力。“虽然我
们的国家弥漫着悲观的气氛，但她们还年
轻，值得拥有一个正常、快乐的未来。”

叙利亚危机十周年：在苦难中追逐体育梦

  这是 2020 年 12 月 3 日，女子足球队
员在叙利亚哈塞克准备参加比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