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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4月17日电 奶牛
场倒牛奶是书本里讲述“大萧条”时提
到的标志性事件。新冠疫情下，这一
幕正在美国重新上演——威斯康星、
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乳制品大州的
奶农近期陆续开始把牛奶倒入下水
道、池塘、农田等，让人不胜唏嘘。

与此同时，全美不少超市里牛奶
却开始缺货，一些超市甚至开始“限
购”。

一边倒奶，一边买不到奶，这是怎
么回事？

订单取消让奶农忍痛倒奶订单取消让奶农忍痛倒奶
“太痛苦了，”来自美国“乳制品之

州”威斯康星州的奶农贾森·里多说，
“挤出来的牛奶就这样流进下水道。”
里多的奶牛场位于威斯康星州东南
部，有近 500 头奶牛。他说，自 4 月初
开始，他每天倒掉 4700 加仑（约 17.8
吨）牛奶。

同在威斯康星州的迪甘吉夫妇几
周前开始每天倒掉 2 万加仑（约 75.7
吨）牛奶。他们说，此前从未倒过牛
奶，看到牛奶流入下水道，“心都要碎
了”。

美国最大乳制品合作社美国奶农
公司估测，美国奶农目前每天倒掉约
14万吨牛奶。另据国际乳制品协会估
算，目前美国生产的牛奶中有5%被倒
掉，如果未来几个月疫情不能好转，这
一数字或将翻番。

美国奶农公司发言人詹妮弗·赫
森说，美国对乳制品的需求已经下降
12%至15%，这些变化正造成许多不确
定性。

“居家令”下，餐厅、咖啡厅不提供
堂食、只能外带，酒店基本歇业，客流
量大减，大量牛奶、黄油、奶酪等乳制
品订单取消。其次，许多州已宣布当
前学年不会开学，这意味着消费大户
学校食堂的订单消失。最后，疫情冲
击食品业国际贸易，乳制品出口大国
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滞销。

订单取消，奶牛场却难减产。威
斯康星州奶农佐伊·尼尔森说，不能像
拧阀门那样让奶牛“停工”。挤出的奶
易变质、难储存。面对销路变窄，奶农
的选择并不多。

供需供需““错配错配””让消费者让消费者““断供断供””
痛苦的不仅是奶农。“居家令”在

全美铺开后，普通消费者对乳制品需
求大增，但零售端的乳制品却开始断
供。

记者近期观察，超市里乳制品货
架长期处于半空状态。为防止抢购，
许多超市都限购乳制品，特别是牛奶。

不少低收入或买不到牛奶的家庭
看到倒奶一幕时心情复杂。美国记者
斯科特·莫尔菲尔德在推特上写道：

“奶农在倒奶，但我家 6 口人，附近超
市却限购1加仑（3.78升）。哪里出了
问题？”

缅因州奶农戴尔·科尔很焦虑。
他说，一边是货架上缺牛奶，另一边却
在倒牛奶，这让奶农很沮丧。“我们希
望把牛奶卖给需要的人。”

美国乳制品市场当下的供需不平
衡是个“伪命题”，其背后是供需“错
配”反映出的产业结构问题。美国乳
制品行业高度精细化，许多乳制品是
为连锁餐厅、学校等大客户量身打造，
而调整供应链为超市提供产品需要时
间和资金投入。

“换轨”成本导致奶农和消费者无
法无缝衔接，“倒奶潮”成为必然。

疫情冲击产业全链条疫情冲击产业全链条
美国非营利性组织乳制品卓越中

心表示，疫情对美国乳制品业的负面
影响前所未见。

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家安
德鲁·诺瓦科维奇说，过去 5 年，美国
乳制品行业一直不景气，供大于求，全
美约有5000个奶牛场倒闭，受疫情影
响，预计会有更多奶牛场濒临倒闭。

诺瓦科维奇说，美国乳制品业正
经历史上最糟局面，疫情会压垮许多
奶农，加工商也无法独善其身。

日前，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
致信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要求采
取措施保护乳制品行业。

信中说，仅在过去5周，价格下跌
已使得奶牛场损失超过57亿美元，供
应链损失也达几十亿美元。美国农业
部应尽快使用现有政策工具对奶农提
供直接援助，以逆转趋势。

分析人士认为，疫情会刺激美国
乳制品业供应链进行调整，但这也对
物流、包装等环节提出新挑战。比
如，去哪里找更多带冷柜的卡车和卡
车司机？

倒牛奶，书本里这一幕在美重演

特拉·托马斯家住美国旧金山湾
区的奥克兰，失业让她的生计成了难
题。所剩无几的积蓄应该用来付房租
还是糊口？她陷入两难境地。

托马斯告诉法新社：“看看我的财
务状况，我应该把最后一点钱付给我
那身家10亿的房东，还是省下来用在
食品和医疗这类必需品上？”

美国超过2000万人因新冠疫情申
请失业救济，许多身陷同样困境的人
发起“罢缴”房租活动。托马斯和同一
栋楼其他4名租户也参加这类活动。

“我冒了很大风险，”她说，“但除
了拒付房租，我别无选择。”

托马斯自己做生意，为婚礼等活
动供花，收入完全取决于这类活动的
恢复情况。对她而言，拒付每月833美
元的房租“很正常”，“这是生存问题”。

44岁的里基·塞佩达同样住在旧
金山湾区，和家人在一座公寓租住一
套三居室。塞佩达是盲人，妻子先前
在一家食品包装厂工作，最近失业；22
岁的女儿虽然仍有工作，但每周工作
时间缩减为一天。

塞佩达用残疾补贴支付了4月的
房租，不知道 5 月该如何应付。“我们
现在处于求生模式。”他说。

一些房东提议租户用分期付款的

方式交房租。同时，多个州和城市发
布行政令，禁止驱逐生活拮据的租
户。不过，一旦限制措施解除，租户仍
不得不支付拖欠的房租。

旧金山地区政府官员希拉里·罗
南告诉法新社：“我们不能让人们在这
段时间债台高筑，否则当一切结束时，
他们可能会流落街头。他们工作的目
的将变成为了偿还债务，而不是让生
活重新开始。”

罗南和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一同呼
吁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国会和总统出
台法令，取消疫情期间房租，同时延长
房东的还贷期限。

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签署2.2万亿美
元财政刺激法案，其中包括向低收入
或中产阶级家庭等发放救助支票。不
过，法新社报道，这笔钱通常不足以支
付固定开销，尤其在房租高的城市。

按照罗南的说法，在旧金山，一居
室公寓的月租金大约为 3500 美元至
3700美元。

“我们需要的是直接给租户大量
现金，或取消他们在居家令期间的租
金，”她说，“如果不能实现其中之一，
就会发生大规模‘逐客令’危机，大批
个人或家庭会流落街头。”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4月18
日电（记者王峰）据土耳其卫生
部长科贾18日公布的新冠疫情
最新数据，该国新增确诊病例
3783 例，累计确诊 82329 例；新
增死亡病例 121 例，累计死亡
1890例；新增治愈病例1822例，
累计治愈 10453 例。由于伊朗
卫生部18日宣布的累计确诊病
例数为80868例，土耳其成为了
中东地区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
家。

土耳其内政部宣布，从 18
日午夜开始，对一些省市的出入
禁令再延长15天。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3日宣布，从3日24时
起，未经许可的车辆禁止出入土
耳其全国30个大城市和宗古尔
达克省，此项规定15天内有效。

伊朗卫生部 18 日宣布，新
增确诊病例 1374 例，累计确诊

80868 例，其中死亡 5031 例，治
愈 55987 例。伊朗总统鲁哈尼
表示，此前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
方案让许多省份疫情呈下降趋
势，民众对此基本满意。

以色列18日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283例，累计确诊13265例，
新增治愈330例，累计治愈3456
例，新增死亡病例13例，累计死
亡 164 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18日晚宣布逐步放宽部分
限制措施，包括允许私营企业工
作场所的上班员工比例从 15%
提高到 30%；增加公共交通；允
许电器店、家具店和书店等重
开，但购物中心仍将关闭；允许
特殊教育和幼儿日托中心开放
但限制人数等。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18 日
说，沙特境内累计确诊病例8274
例，其中死亡 92 例，治愈 1329

例。沙特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
诊 1132 例，明显高于前一日的
数字。

摩洛哥政府 18 日宣布，考
虑到新冠疫情的蔓延，全国公共
卫生紧急状态将延长一个月至5
月20日。摩洛哥卫生部18日晚
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增确诊病例
121 例，累计确诊 2685 例，死亡
137例。

其他一些国家18日报告的
疫情数据为：卡塔尔累计确诊
5008 例，死亡 8 例；埃及累计确
诊 3032 例，死亡 224 例；阿尔及
利亚累计确诊2534例，死亡367
例；科威特累计确诊1751例，死
亡 6 例；伊拉克累计确诊 1513
例，死亡 82 例；阿曼累计确诊
1180 例，死亡 6 例；黎巴嫩累计
确诊 672 例，死亡 21 例；叙利亚
累计确诊38例，死亡2例。

疫情逼近疫情逼近 也门能否迎来停火也门能否迎来停火
新华社科威特城4月19日

电 也门政府军18日说，政府军
和胡塞武装当天在中部马里卜
省发生交火，造成双方 24 人死
亡。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联合国
方面多次呼吁也门交战各方放
下武器，实现停火，以应对可能
出现的新冠疫情暴发，但从目前
形势看，停火前景不容乐观。

疫情逼近疫情逼近

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10日
出现一例确诊病例，这是也门报
告的首例确诊病例。也门政府
和胡塞武装都制定了预防措施
以应对疫情，但双方缺乏协调和
配合机制。

目前，尽管新冠疫情尚未在
也门出现大规模流行态势，但分
析人士指出，战火不止将让也门
很难做到有效防控。与其他国
家相比，一旦疫情在多年饱受战
乱之苦的也门暴发，传播速度势
必更快。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
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
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
伯等国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

“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
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
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停火、
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但不久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
坏停火协议。

内战爆发以来，也门经济状
况持续恶化，战乱引发严重人道
主义危机，再加上霍乱、疟疾、登
革热等多种传染病肆虐，导致也
门营养不良的人口总数高达七
百万，内战还导致该国卫生设施
和医疗系统几近崩溃。

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
调员莉丝·格兰德指出，多年的
战争导致也门人民流离失所，免
疫力极度低下，一旦疫情在也门
暴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还有
卫生专家指出，也门很多地区水
资源匮乏，在这个极度缺水，洗
手都是奢望的国家，一旦疫情蔓
延，传播速度将难以想象。

此外，也门是非洲移民前往
海湾国家的跳板，大量来自非洲
的非法移民持续从也门南部入
境，这也极大增加了也门疫情暴
发的可能。

停火不易停火不易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局势
来看，也门冲突各方积怨已久，
很难在短期内建立相互信任，即
使面对疫情威胁，各方恐怕也难
以真正实现停火，冲突恐将持
续。

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
使格里菲思 16 日表示，新冠疫
情已经在也门出现，为了避免进
一步暴发，各方应达成和平的政
治解决方案。多名联合国中东
地区特使日前也发表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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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等国际政要还多次呼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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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际社会的上述停火呼
吁，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均表示
欢迎。为响应联合国呼吁，沙特
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于4
月 9 日起在也门实施为期两周
的停火。

然而，尽管各方表态积极，
但也门军事冲突依旧不断。也
门政府称，胡塞武装多次炮击政
府军阵地。胡塞武装则指责，联
军仍在继续攻击胡塞武装目
标。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8
日更是发生了激烈交火。

也门军事专家阿里·本·哈
迪认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各方
会停止武装冲突，停火承诺仅停
留在口头阶段。从以往经验看，
这样的停火承诺最终通常会落
入相互指责破坏停火而冲突再
起的循环中。也门政治分析家
阿卜杜勒-拉基布·穆罕默德指
出，在现实利益面前，各方的承
诺常常只是一纸空文。

也门战略分析家穆罕默德·
叶海亚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对也
门各方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真
正落实停火，否则相关的呼吁很
难奏效。

付房租还是填肚皮

美国失业者陷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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