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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贸总
局 5 月 13 日发布
公告，对印度小
麦出口实施临时
禁令，立即生效。

这是 4 月 17
日，人们在印度
阿姆利则郊外的
一家批发市场将
小麦装袋。

□新华社发

印度临时禁止小麦出口

5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华盛顿纪念碑周围的美国国旗降半
旗悼念新冠逝者。 □刘杰 摄

非洲裔美国人格雷格·鲍尔斯从
没想到过有生之年会经历新冠疫情这
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这实在让人
难以想象。”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感叹道。

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这场新冠大
流行在美国造成超过 8200 万人感染，
其中 100万人失去生命，同时大流行不
同程度地改变了众多美国人的生活和
工作习惯。

鲍尔斯一家人住在美国东海岸弗
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作为一名音频工
程师，鲍尔斯大部分工作需要在演播
室或工作室进行，所以即便冒着很大
的感染风险，他也不得不在家和工作
场所之间穿梭。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只要出门
在外，鲍尔斯无论在哪里都戴口罩，即
便美国现在大部分场合已经取消了口
罩令，鲍尔斯依然坚持这一习惯。疫
情第一年，鲍尔斯接触工作设备时都
戴着手套。为了尽可能减少与其他人
的交集，他和妻子一般在清早或深夜
去超市或药店采购。

“我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我也没有
任何其他疾病，但是我有亲人身体不
好，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尽可能保持安
全，这也是保护我家人的安全。”鲍尔
斯在解释自己的防疫习惯时说。

鲍尔斯和他的家人已经完全接种
新冠疫苗并打了加强针。但据他观
察，不少非洲裔美国人对疫苗态度犹
豫，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美国政府的
不信任，后者曾利用非洲裔美国人进
行医学实验，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
吉梅毒实验”。

历史资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公
共卫生部门 1932年开始在亚拉巴马州
与塔斯基吉学院合作，招募数百名非

洲裔美国人作为实验对象研究梅毒以
及其对人体的危害，却没有妥善医治
实验对象。40年后，这项实验才被叫
停，白宫还为此发布了总统道歉书。

“他们基本把人当作实验鼠。”鲍尔斯
说，“因此有很多不信任。”

鲍尔斯说，尽管他认为大多数非
洲裔美国人“已经不去计较这个事
情”，并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但如果他
们在等待打针的队伍中能看到“大量
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心里还是
会“相对踏实些”。

对新冠疫苗的犹豫态度，加上医
疗等资源分配不均，造成非洲裔美国
人在新冠疫情中“更受伤”——与美国
白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患有肥胖症、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更有可能从事疫
情期间仍必须出门工作的工种，然而
享受医保的可能性却更低。

与阿灵顿县一河之隔的美国首都
华盛顿市，非洲裔占其人口约 46%，但
该市新冠死亡病例约八成是非洲裔。
在美国投放新冠疫苗最初几个月，非
洲裔接种率远低于美国白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拉肖恩·雷早在 2020 年 4 月就撰文
写道：种族不平等是美国建国“配方”
不可抹除的成分，社区资源以及医疗
系统中的不公平是这一“配方”的体
现。同样身为非洲裔美国人，雷提醒，
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发生时，不平
等现象只会恶化。

在美国一些地方城镇，资源上的
不平等似乎更加明显。在南部密西西
比州博蒙特出生和长大的非洲裔美国
人布丽·哈特菲尔德告诉记者，这个人
口不到千人的小镇没有医生，只有一
名执业护士，新冠疫情中，她在家乡看
到了“大量死亡和悲剧”。

“由于缺乏资源、缺乏获得资源
的机会，非洲裔美国人似乎更容易因
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命。”哈特菲尔
德说。

她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资源分配不
均、缺乏良好的领导力等。此外，哈
特菲尔德呼吁像博蒙特这样的小地
方也能像大城市一样平等获得拨款
和资金。“我们需要推进资源公平分
配，特别是要倾向那些很难获取资金
的小城镇。”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非裔美国
人的新冠感染率、住院率、病亡率分别
为白人的 1.1倍、2.4倍和 1.7倍。

尽管新增病例数近期有所反弹，
但相比俄乌局势、通货膨胀等话题，新
冠疫情目前已经不是美国政府和许多

民众最关心的事情了。随着美国各地
解除防疫措施，外出时戴口罩的人越
来越少。

但在鲍尔斯眼里，新冠疫情依然
是重要关切，因为还是有许多人确诊
感染，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美国首
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3 月 13 日，奥
巴马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感染新冠病
毒，并提醒人们不要掉以轻心，要抓紧
接种疫苗。

谈到美国在新冠疫情中损失大量
生命，哈特菲尔德直言，100万是“一个
天文数字”“非常糟糕”，并为失去亲人
的家庭致哀祈祷。“我认为这是一个反
思的机会，美国要反思哪些事情我们
作为一个国家能做得更好。”

□孙丁 胡友松

新冠让非洲裔美国人处境更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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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正适用于英国
工党党魁斯塔默。

不久前，斯塔默刚刚带领工党在英国地方
选举中取得不小收获。但与此同时，一起涉及
斯塔默的“啤酒门”事件也逐渐浮出水面。

英国媒体披露的一段视频显示，去年 4
月 30 日，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市，斯塔
默在一个房间内手持啤酒，在场还有一些人
端着盘子进餐。而当时的防疫政策规定，禁
止与家人以外的人在室内聚餐。

达勒姆市警方 5 月 6 日表示，警方今年
早些时候对此次聚会斯塔默是否违反防疫
规定进行了评估，当时的结论是“没有确立
任何罪行”。不过警方最近收到了新的重要
信息，因此对此事展开调查。

针对这一事件，工党表示乐于和警方合
作，但坚称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工党称，视
频中的地点为一名议会下院工党议员的办
公室，当时斯塔默在参加一场竞选活动，并
在活动间隙吃工作餐。

5月 9日，斯塔默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没
有违规聚会。他表示，一旦接到警方开出的
违反防疫规定罚单，他将辞去党首职务。与
斯塔默一起在达勒姆市参加活动的工党副
党首安杰拉·雷纳也称，如果收到警方罚单，
她也将辞去副党首职务。

在此之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一些保守
党人因违反防疫规定聚会，被警方开出罚
单。如今工党再发“啤酒门”，英国民众自然
极为关注，斯塔默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现年 59岁的斯塔默在 2020 年 4月当选工党党魁。作为工党
内的中间派人物，斯塔默的上任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工党。为
了提高工党曝光率，两年多来斯塔默多次批评约翰逊政府的政
策，但这并未动摇约翰逊政府。

直到去年年底，随着约翰逊和保守党的“派对门”逐渐曝光，
约翰逊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斯塔默抓住机会，和其他在
野党领袖一起，要求约翰逊下台。斯塔默曾在 1 月表示，首相几
个月来一直在欺骗公众。约翰逊因“派对门”被警方开出罚单
后，斯塔默又指责约翰逊令首相府蒙羞，要求约翰逊必须辞职。

受“派对门”影响，约翰逊和保守党的支持率下跌，工党的支
持率一度领先保守党两位数。在 5月 5日的英国地方选举中，保
守党遭到惨败，损失数百个地方议会席位。工党夺取了保守党
多个传统票仓。斯塔默当时表示，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说“是一个
重大转折点”。有分析还称，选举结果预示斯塔默可能会成为下
任首相。

如今斯塔默卷入“啤酒门”，保守党反过来也对斯塔默施压。斯
塔默则表示，对手们是想“让公众认为所有政客都一样”，从而缓解
保守党承受的压力。英国媒体称，斯塔默之所以表示一旦收到罚
单将辞职，一方面是自证清白，另一方面也是给约翰逊“打样”。

据英国媒体报道，达勒姆市警方针对“啤酒门”的调查预计
将持续 4 至 6 周。警方针对约翰逊和保守党“派对门”的调查也
未结束。有分析人士认为，警方的调查不仅将影响保守党和工
党的支持率，也可能会削弱英国民众对政客们的信任。从长远
来看，斯塔默和约翰逊可能都是输家。

□
毕
振
山

近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参谋长
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
幕，主要讨论应对本地区的暴力极端主
义等议题。加纳国防部长尼蒂武在会
上表示，过去 3 年，西非地区共发生
5306起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袭击，造成至
少 16726 人丧生，数千人受伤，数百万
人流离失所。

恐怖势力蔓延

西非地区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
势力主要分为西非国家本土组织和“基
地”组织在非洲国家的分支。西非国家
本土组织有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马
里的“伊斯兰捍卫者”“西非圣战统一运
动”等；“基地”组织分支有“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等。专业人士指出，近
年来，在西方国家和西非各国政府联合
对恐怖势力展开严厉打击的情势下，西

非地区恐怖组织呈现出分散化、多中心
化、跨境化和共生化的趋势。

“武装冲突地点和数据”项目数据
显示，2021年，非洲恐怖主义活动呈现
出明显的外溢特征。非洲联盟反恐研
究中心代主任伊德里斯·拉拉利表示，
当前恐怖主义威胁正以非常可怕的速
度在非洲蔓延，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加
剧社会动荡，恐怖组织绑架人质、贩卖
人口、大肆招募成员，并通过网络肆意
开展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宣传。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相当努力，但
局势仍在恶化。

原因错综复杂

西非地区恐怖势力为何日渐抬
头？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荣
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其一，从各国国情来看，西非多国
人口众多，民族、宗教种类繁多，普遍处
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政
府治理能力较弱。在长期政局动荡和

宗教、民族矛盾冲突中，恐怖组织和极
端势力乘虚而入，扩大势力范围。

其二，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
西非地区油气、矿产资源丰富，但资源
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人
口的快速增长和无序的城市化，导致普
通民众无法接受足够教育，社会无法提
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公平的发展机会，
城市薄弱的基础设施无法承载大量人
员涌入。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发展权
利难以得到保障，不少民众对政府信任
缺失，容易转向支持恐怖组织阵营，沦
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

其三，从地区和国际形势来看，近
年来，随着西亚北非地区多国政府加大
反恐力度，大量恐怖主义势力向西非国
家转移，西非国家无力应对层出不穷的
恐怖组织跨境活动。

联合国国际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
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卜杜勒·巴西特指
出，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压力迫使西
方国家和西非国家政府重新配置资
源，赤字和公共开支的增加使其减少
在反恐等非优先问题上的预算，包括

削减相关项目资金、停止或减少国际
安全援助等。

亟待国际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
尼日尔时表示，联合国将与尼日尔和其
他萨赫勒国家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国际社会应当明确，西非的安全、
稳定和发展对全球有利。”杨宝荣表示，
一个动荡破碎的西非地区，不仅会成为
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给国际反恐事业
带来持久威胁，其面临的难民、粮食安
全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也可能外溢到欧
洲国家，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西非拥
有近 3亿人口，是全球最年轻、人口增
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西非地区的发展
可以带来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市场需求，
释放充足的经济增长活力，对西方国家
乃至全球而言都是发展红利。国际社
会应当从全局性、共生性、发展性角度
看待西非安全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推
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应有之义。 □高 乔

恐袭频发 西非安全形势堪忧
新华社东京5月13日电 日本东京都政府 13日宣布，受新

冠疫情影响，在上野动物园出生的 4岁雌性大熊猫“香香”归还
中国的时间由今年 6月 30日推迟至 12月 31日。这是“香香”归
还我国的时间第四次被推迟。

“香香”出生于 2017年 6月，其父母分别为中国旅日大熊猫
“比力”与“仙女”。去年 6月，“仙女”产下龙凤胎大熊猫幼崽
“晓晓”和“蕾蕾”，“香香”升级为姐姐。据东京都政府介绍，由
于大熊猫是从中国借出的，它们产下的幼崽所有权也属于中
国。按计划“香香”原定于 2020年 12月底归还我国，但受疫情
影响，归还日期一再被推迟。

大熊猫“香香”归还我国日期再次推迟

新华社惠灵顿5月14日电 新西兰总理办公室 14日证实，
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西兰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因未婚夫克拉克·盖福
德上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阿德恩作为密接者自 5月 8日起在
家隔离。阿德恩从 13日开始出现轻微症状，14日早晨确诊感
染新冠。按照防疫规定，阿德恩将至少自我隔离至 5月 21日。

根据新西兰卫生部数据，截至 5月 13日，该国累计感染新
冠病例超过 102万。新政府近日宣布，为了尽快重振经济，将
全面开放国门的时间点从原计划的 10月提前到 7月底。

新西兰总理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莫斯科5月13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美国
国防部长奥斯汀13日通电话。这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两国防长首次通电话。

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绍伊古当天应约与奥斯汀举行
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
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当天发布简短声明说，奥斯汀在通
话中敦促“立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强调美俄两军保持沟通
渠道畅通的重要性。声明说，奥斯汀和绍伊古上一次通电话发
生在2月18日。

俄美防长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通电话

5月12日，斯洛文尼亚南部科切维市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6人死亡、20人受伤。图为发生爆炸的化工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