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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孟买5月14日
电（记者 张兴军）新冠肺炎
疫情在印度持续蔓延，位
于孟买的该国最大贫民聚
居区塔拉维贫民窟自 4 月
初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一
直备受关注。当地政府 5
月 13 日宣布，塔拉维贫民
窟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1000例。

分析人士指出，贫民
窟因人口密度高等特点，
防控疫情难度较大。从全
国范围看，虽然印度已实
行严格的封锁措施，但因
医疗资源相对有限，整体
疫情形势严峻。

疫情暴发
印度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 13 日，塔拉维贫民窟
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1028
例，死亡40例。

塔拉维贫民窟 4 月 1
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孟
买市政部门当时通报，一
名56岁的服装小贩被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名没有海
外旅行史的感染者3月29日因呼吸困难入院，
确诊后于 4 月 1 日在转往定点医院的途中死
亡。此人生前曾接触过数名在今年 3 月中旬
前往首都新德里参加大型宗教集会的人，那场
集会在印度引发较大规模的聚集性感染。

孟买政府随即启动应急机制，派出疾控人
员前往现场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病毒检
测，封锁相关建筑并消毒，征用附近的运动场
馆和私人医院作为临时隔离点。

回溯塔拉维贫民窟的疫情发展时间线，确
诊病例从1例到500例历经了1个月时间，而从
500例到1000例用时不到两周，疫情呈加速发
展之势。

防控困难
印度于3月25日开始实施全国封锁措施，

并经过两次延长，目前的期限是5月17日。分
析人士指出，虽然严格的封锁措施可以有效遏
制疫情蔓延，但在贫民窟这种人口密集度高的
地方落实封锁措施并不容易。

塔拉维贫民窟面积仅2平方公里，却有80
万到 100 万居民和外来务工者，人口密度极

大。曾前往塔拉维贫民窟采访的孟买摄影师
索尼在电话里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塔拉维，通
常每户人家6到9口人共同生活在100平方英
尺（9.29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在每天三四十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持续的封锁和“禁足”让
这些居民越来越难以忍受。

此外，据知情人士介绍，全面封锁后，塔拉
维贫民窟内大量手工作坊停摆。虽有政府救
济，但不少人仍度日艰难。对这里的居民来
说，感染病毒只是可能的风险，获得面包活下
去却是眼下的必需。

不仅封锁措施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检测
排查工作也面临困难。据孟买市政部门一名
官员介绍，普通社区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后通常
只要追踪十多名密切接触者，但在贫民窟则可
能要追踪数百人。随着疫情发展，病毒正从塔
拉维贫民窟外围地带向内部密集的建筑群蔓
延。

孟买市政部门曾派出工作组在塔拉维贫
民窟开展入户排查，但随着确诊病例持续增
加，隔离点人满为患。市政部门目前已将入户
排查转为要求出现感染症状的居民主动报告

并自行前往检测。
不容乐观

从印度全国来看，截至13日晚，累计确诊
病例已达74281例。专家认为，印度面临人口
多且密度大、检测率相对不高、医疗资源相对
有限、无症状感染者较多等问题，目前疫情形
势仍不容乐观。

印度《经济时报》日前刊文称，进入 5 月
后，孟买全市每天新增病例达五六百甚至更
多，已经超出该市医护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
随着病例数不断上升，原本就短缺的医护资源
更趋紧张。

为此，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日前下
文要求，全邦 55 岁以下的私人医生都要加入
防疫一线，否则将被吊销行医执照。一名不愿
透露姓名的护士在电话中告诉新华社记者，她
所在的私立医院已收治至少 10 名新冠病人，
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排队等待检测，但医
院采样能力有限。

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兰迪普·古莱里
亚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预计印度的疫情
高峰或将在六七月份出现。

印度最大贫民窟疫情形势严峻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3日电（记者陈文
仙 尚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日晚发表声明
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宣布已成功组建新一
届政府。

内塔尼亚胡当晚致函以色列总统里夫林
和中间党派蓝白党领导人、已宣布辞去议长职
务的甘茨说，他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

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将于 14 日晚宣誓就

职。以色列议会13日晚公布了新一届政府宣
誓就职的程序安排。

甘茨 12 日晚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议长一
职。根据内塔尼亚胡与甘茨4月20日签署的
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在联合政府中首先出任总
理，为期18个月，甘茨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内塔尼亚胡结束任期后，甘茨将接任总理，内
塔尼亚胡则改任副总理。

一年多来，以色列陷入组阁僵局，议会三
次选举。今年3月16日，里夫林正式授权获得
61名议员推荐的甘茨组建新一届政府，但甘茨
未能在组阁期限内与内塔尼亚胡就组建联合
政府签署协议。里夫林 4 月 16 日宣布，将组
阁权交给议会。5 月 7 日，里夫林正式授权
获 72 名议员推荐的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
政府。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3日访问以色
列，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所提“中东和平新计划”。蓬佩奥和以色
列政府领导人谈及把约旦河西岸一些地区
划入以色列版图的方案。

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不赞
同上述方案。

破例
蓬佩奥13日上午抵达特拉维夫，而后前

往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和蓝白党领导人本尼·甘茨。

以色列新政府原定13日宣誓就职，因蓬
佩奥来访推迟至14日。根据内塔尼亚胡和
甘茨达成的协议，两人将先后出任总理。

美联社报道，新冠疫情期间，以色列政
府“破例”接待蓬佩奥。一般而言，入境以色
列的人员需要隔离 14 天。蓬佩奥是 1 月以
来首名访问以色列的外国政府官员。

内塔尼亚胡说，蓬佩奥来访证明“同盟
的牢固”。

扩土
蓬佩奥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谈及美方“中

东和平新计划”，说“还有工作没做，我们要
有进展”。

他在出访前告诉以色列《今天报》记者，
这次访问足够重要，需要面对面会晤。他拒
绝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支持以方扩大国土面
积的打算，说将听取内塔尼亚胡和甘茨的想
法。

内塔尼亚胡和甘茨4月签署联合政府协
议，内容涉及把约旦河西岸一些地区划入以
色列版图。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期间占领约旦河西岸。内塔尼亚胡先前
说，得到美国政府许可后，以方将正式吞并
占约旦河西岸三分之一面积的约旦河谷。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13日
预期，以色列可能几周后开始执行扩土方
案。

紧张
蓬佩奥访以之际，约旦河西岸局势显现

紧张。
以色列国防军12日确认，一名以色列士

兵当天凌晨遇袭身亡。那名士兵当时在约
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附近亚巴德镇执行
任务，遭人扔石头砸中头部，伤重不治。以
军随后展开搜捕并拘押10人。

巴勒斯坦卫生部证实，13日早些时候，
在约旦河西岸南部靠近希伯伦的地方，一名
15岁巴勒斯坦青少年与以军士兵发生冲突，
遭后者开枪击中头部身亡。另外4名巴勒斯
坦人受枪伤。

就上述两起伤亡事件，蓬佩奥在访以期
间只提及丧生的以色列士兵，强调“以色列
有权捍卫自身，美国将一直给予支持”。

批评
特朗普的“中东和平新计划”遭到广泛反

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拒绝接受。
法新社13日援引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

表赛义卜·埃雷卡特的话报道，蓬佩奥出访
以色列前并没有联络巴方。“特朗普政府与
以色列合谋推进吞并计划，那不仅无视巴勒
斯坦人的权利，而且公然违背国际准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
就以色列扩土方案表达“极度关切”，阿盟认
定那样做相当于犯下“战争罪”。

法新社报道，一旦以色列把约旦河谷划
入版图，约旦考虑退出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
的和平条约。

约旦是阿拉伯国家阵营中与以色列达
成和平协议的两个国家之一。

在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沙皮罗
看来，蓬佩奥这次访问同样服务于美国国内
政治。着眼于年底的总统选举，“特朗普政
府非常想让以色列划走约旦河西岸部分土
地”，进而讨好国内亲以选民。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3 日呼吁各州
州长推动学校复课，称自己“完全不同意”美国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在开学问题上的立场。

福奇12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美国国会
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听证，
警告如果仓促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疫情在美
国无法控制。另外，由于对病毒的认识仍不全
面，“最好谨慎”对待儿童复课问题。

就福奇说法，特朗普 13 日在白宫记者会
上说，这“不能接受”。

“我认为他们应该重新开放学校，这一点
是绝对应该做的。我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
特朗普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回归正常，尽快恢
复。如果学校依旧关闭，我不认为那是在恢

复。”
截至北京时间 14 日上午，美国确诊病例

超过 138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8.4 万例。特朗
普称，病毒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小。然而，美国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10日说，纽约州已有
至少85名儿童患上一种不明原因的炎症综合
征，其中3名儿童死亡，这可能是由新冠病毒
引起。

另外，特朗普 13 日做客福克斯商业新闻
电视台访谈节目时说：“在学校问题上，我完全
不同意他（福奇）的看法。”

特朗普说，福奇是个好人，但“我们必须开
放学校”。

特朗普多次与福奇看法相左，包括抗疟药
物能否有效应对新冠病毒。福奇4月曾说，美

国如果在新型疫情暴发初期施行“居家令”，可
能挽救更多生命，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转发

“炒掉福奇”的帖文。
疫情期间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相比特朗

普，美国民众更信任福奇。就福奇最新说法，
纽约市长比尔·徳布拉西奥说，福奇发出了“要
求警惕的诚实声音，我认同他的看法”，“我们
对采取的行动必须非常小心”。

特朗普13日还谈及副总统迈克·彭斯，说
自己多日未见彭斯。“我们（特朗普和彭斯）将
保持距离，因为不知道这疯狂可怕的疾病可能
造成什么。”

彭斯的新闻秘书凯蒂·米勒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特朗普与彭斯现在通过打电话沟通。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不满福奇特朗普不满福奇““泼冷水泼冷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组阁成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组阁成功

蓬佩奥访以色列
谈“吞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