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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将
如何发展？世界卫生组织（WHO）周四
发出警告称，欧洲正面临一个“毁灭性
冬季”。根据“一项可靠预测”，如果按
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从现在到 2022
年2月，欧洲可能再有50万人死于新冠
肺炎。世卫组织欧洲区（包括欧洲和部
分中亚国家）上周报告了180万例新增
确诊病例和2.4万例新增死亡病例，感
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分别比前一周增加
6%和12%，分别占全球同期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的 59%和 48%。世卫组织认
为，欧洲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的缓慢，尤
其是防控措施的放松，是造成此轮新冠
肺炎“死灰复燃”的原因。世卫组织卫
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安称，这
对全球来说也是一记警钟，他提醒各国
不要重蹈覆辙。有国内卫生专家接受

《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美欧今冬将遭
遇新的疫情冲击波，也使得人们对中国
疫情防控“清零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只有在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才能保住经济恢复
的信心和动力。中国的实践表明，只有
不遗余力地控制好疫情，才能突破救人
和救经济这对矛盾。

欧洲疫情正在“卷土重来”

“欧洲区域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卷
土重来的真正威胁”，据路透社报道，世
卫组织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4日表
示，欧洲再次处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

“震中”，“这是一年前我们所处的位
置”。他警告称，根据“一项可靠预测”，
目前的疫情发展轨迹意味着，到2022年
2月，欧洲区域可能“还会有50万人死于
新冠肺炎”。世卫组织欧洲区办事处负
责欧洲和部分中亚国家等53个国家。

克鲁格称，目前欧洲区每天新增确
诊病例数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主要
是由于各国公共卫生和社交防控措施
松懈以及东欧部分国家疫苗接种率不
足造成的。他强调，快速充分检测、追
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保持社交距
离和戴口罩等能够有效防控疫情蔓
延。“各国现在必须转换策略，从被动地
应对疫情反弹，转为从一开始就预防它
们发生。”

“创纪录”“创新高”近些天来已成
为欧洲各国疫情报告的关键词。法新
社5日称，迄今为止，全球约有2.486亿
人被证明感染了新冠病毒，超过526万
人死于疫情。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
病例最多。不过，欧洲再次成为全球疫
情的“震中”。官方数据显示，欧洲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6周上升，新增死
亡病例也连续7周增加，即平均每天新
增确诊病例 25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3600例。

在德国，尽管有66.9%的人口完成
了两剂接种，但疫情近几天来急剧恶
化。德国5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7120
例，再创疫情以来最大单日增幅，单日
死亡病例154例。全国7天内感染发生
率高达10万人中169.9例，已经超过今
年春天第三波疫情高峰的最高值。进
ICU的重症患者达3.4万人，比上周增
加26%。德国《图片报》5日称：“新冠病
毒再次肆虐，第四次疫情正在重创德
国。”

路透社称，英国、法国等欧洲 9 个
国家已有 7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两针
疫苗。不过，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
表明，10月份英格兰感染率仍升至历史
最高纪录，主要因为儿童病例激增和西
南部疫情恶化。英格兰感染率高达10
万人中172例，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以
上。研究显示，儿童感染率最高。10月
19 日至 29 日，每 17 名儿童中就有 1 人
感染了新冠病毒。此外，65岁及以上人
群的感染率比上一个月翻了一番。法
国4日通报新增确诊病例10050例，自9
月以来单日新增病例再次破万。法国
政府当天宣布39个省将恢复学校强制
戴口罩的措施。11月5日，法国总理卡
斯泰视察了巴黎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
心的新冠重症监护病房。他称：“无论

是法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大流行都未
结束。现在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爱尔兰日报》称，疫苗接种率较高
的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不断创纪录，而疫苗接种率低的东
欧很多国家则正在疲于应对不断升高
的死亡人数。过去一周里，俄罗斯死亡
人数达 8162 人，乌克兰死亡 3819 人。
人口仅1900万的罗马尼亚疫苗接种率
约30%，4日新增死亡病例489例，过去
一周新增死亡人数 3100 人，创下新增
死亡比例的世界最高纪录。世界卫生
组织称，考虑到与新冠病毒直接或间接
相关的并发症导致的死亡人数，总死亡
人数估计比官方数字高出2倍到3倍。

“这对全球是一记警钟”

“这对全球来说是一记警钟。”据新
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世卫组织卫生紧
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 4 日在日内瓦表
示，这（欧洲疫情）是由于人们错误地以
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接近尾声，因此各
国政府犹豫是否该采取对本国人民来
说其实是倒退的举措。瑞安说：“眼下，
人们似乎固执地走在一条道路上……
以为只需要再给多一些人打疫苗，一切
就会结束。”他认为，现实并非如此。他
呼吁欧洲今后数月调整疫情应对策略，
避免卫生系统崩溃。他提议恢复戴口
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并且扩
大检测量。瑞安表示，各国政府必须确
保本国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撑过去，
避免让医疗系统再次陷入崩溃。“有很
多国家需要修正路线……每一个国家
都需要重新审视抗疫政策和应对计划，
发现并填补系统中的漏洞。”

德国《焦点》周刊称，相比去年，今
年冬天可以普遍供应疫苗，但是欧洲疫
情仍然迅速恶化，主因是疫苗覆盖率不
足、公共卫生与社交防疫措施松散。此
前欧洲各国都已实施“与病毒共存”战
略，室内大型活动，比如音乐会、体育比
赛等，观众都已不再被要求戴口罩。

英国《金融时报》称，欧洲各国已开
始考虑采取更严厉防疫措施，人们还讨
论是否要在圣诞假期重新实行旅行限
制。德国卫生部长施潘 4 日要求所有
人进入公共场所都要出示疫苗接种证
明及核酸检测证明，并呼吁德国人接种
加强针。东欧各国普遍要求加快疫苗
接种。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机构工作
人员将被强制接种疫苗，私人机构在认
为必要时也可强制员工接种；罗马尼
亚、斯洛伐克和波兰收紧了戴口罩规
定，要求封闭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

中国严格防疫，“成本可能是
最小的”

近些天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疫
情。11 月 4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 78 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10例，本土病例68例。其中疫情
较严重的黑龙江新增本土病例 28 例；
河北新增10例，辽宁8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疫情防
控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病毒采取零容忍
的政策，通过严厉封锁和反复筛查，将
病例清零。这在短时期内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但这是不得不付出
的代价。不过，中国这种独特的防疫措
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一旦病例清零，
经济和民众生活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国内经济实现正增
长。同时，中国向全球提供了大量抗疫
用品和基本物资，稳定了全球市场的供
给，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力。中国在应对疫情危机中所展现出的
强大执行力，提高了跨国公司对投资中
国的信心。今年前5个月，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更是实现同比增长35.4%的惊人
成绩。报道称，中国的实践表明，尽管严
厉的防疫措施在短期内会造成巨大的社
会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收益更是巨大
的，因此严格防疫的成本付出是值得
的，相对来讲这个成本可能是最小的。

本报综合消息

世卫警告欧洲面临毁灭性冬季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
民力量党5日选举前检察总长尹锡悦为总统候
选人，他将在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与现任总统
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李在明展开对决。

两人现阶段支持率不相上下，韩国媒体预计
这场“朝野对决”将相当激烈。

国民力量党5日在首尔举行党员大会，公布
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4名参选人中，尹锡悦以
47.85%的得票率排名第一。另外三名候选人议
员洪准杓、前议员刘承旼和济州道知事元喜龙承
认败选。

尹锡悦胜选后发表演讲说：“与其说是喜悦，
我更多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着改变现政权的责任
和使命。”

尹锡悦现年60岁，主打“反文在寅”牌。他
凭借调查前总统李明博受贿案时的突出表现，获
得文在寅赏识，被提拔到检察总长位置。后来，
检方调查执政党阵营多名要员，他因此与总统府
青瓦台和共同民主党交恶。今年早些时候，尹锡
悦加入国民力量党。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李在明现年 56 岁，曾任
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曾在2017年总统选举党内
竞选时与文在寅激烈交锋，被视为党内“反文
派”。他上月当选总统候选人后，与文在寅在青
瓦台会面，意在打破“不和”传闻。

李在明近期卷入一起贪腐案，案件持续发
酵，成为韩国近期最热门话题之一。尹锡悦在胜
选演讲中“炮轰”李在明，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
是根除腐败、改变韩国政治体系。

李在明则对尹锡悦当选总统候选人表示祝
贺。他说，希望两人不要搞政治斗争，而是展开

“善意竞争”，重点讨论如何让国家更有希望、人
民生活更加幸福。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明年3月9日举行。除尹
锡悦和李在明外，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和国民之
党候选人安哲秀也已加入角逐。

韩国多家民调机构一项最新联合民调显示，
上述4人中，尹锡悦以35%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李
在明以30%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安哲秀和沈相
奵所获支持率分别为 7%和 6%。这项民调误差
率为正负3.1个百分点，可信度为95%。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 5 日爆
发抗议以色列政府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示威活
动。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冲突导
致一名13岁少年身亡，另有多人受伤。

按照巴勒斯坦卫生部的说法，13岁少年穆罕
默德·达达斯在纳布卢斯东部代尔·哈泰卜村参
加示威活动，被以军开枪击中胃部后送医救治无
效死亡。

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什泰耶当天就达达
斯之死发声，谴责以军枪杀巴勒斯坦少年是“有
组织的国家恐怖主义”。

以色列军方回应媒体问询时承认，士兵以
“驱暴手段和实弹射击”对向他们投掷石块的巴
勒斯坦人予以还击，并称已注意相关报道，并就
此展开审查。

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至少 70 名巴
勒斯坦人5日在纳布卢斯的拜特、代尔·哈泰卜
两地与以军的冲突中受伤。

自以色列政府 5 月在纳布卢斯附近开工建

设一个小型犹太人定居点以来，每逢周五，当地
巴勒斯坦人都会举行抗议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
土地的示威活动。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以
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
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后在上述地区兴建犹
太人定居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 47 万犹太人居住
在约旦河西岸约 130 个以色列政府批建的定居
点以及约100个“非官方”定居点中。而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人口超过280万人。

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
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和谈。

以色列新一届政府6月成立以来，在备受争
议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并未“收手”——继10
月24日宣布为约旦河西岸1355套定居点住房项
目招标后，又于10月27日批准兴建3144套定居
点的住房计划。

新华社特稿

多家日本媒体6日报道，首相岸田文雄打算
让前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出任新内阁外务大臣。

林芳正现年 60 岁，父亲林义郎曾任大藏大
臣（相当于“财务大臣”）。林芳正1995年首次当
选国会参议员，经过5届任期，今年8月辞去参议
员一职，在10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首次当选
众议员。

林芳正历任防卫大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
农林水产大臣、文部科学大臣等职务，被称为“政
策通”。他曾参与竞选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
败给安倍晋三。他在自民党内隶属岸田派，为派
系“二把手”，备受岸田信任。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6日解读，岸田试图通

过任命其心腹林芳正出任外务大臣，推进强化日
美同盟等外交政策。

林芳正将接任外相茂木敏充，后者4日转任
自民党“二把手”干事长一职。自民党10月31日
赢得众议院选举，所获议席好于预期，但丢掉部
分席位。时任干事长甘利明在小选区意外落败，
随后请辞。

日本众议院定于 10 日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公明党占据多数席位，预计
岸田将当选第101任首相，随后将组建新内阁。
日本媒体预测，除外相一职，新内阁可能不会有
大变动。

新华社特稿

11 月 5 日 ，
在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人们扛着
一 名 受 伤 的 男
子。

伊拉克首都
巴 格 达 市 中 心

“绿区”5 日遭数
百 名 示 威 者 冲
击，示威者与伊
安全部队人员发
生 冲 突 ，造 成 2
名示威者死亡，
另有数十人不同
程度受伤。 新
华社/路透

伊拉克首都绿区遭示威者冲击致伊拉克首都绿区遭示威者冲击致22人死亡人死亡

韩国总统选战：“两强”对决格局确定

扩建定居点引发新冲突 抗议少年殒命以军枪下

日本前文科相拟就任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