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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迅雷不及掩耳”

延伸阅读

核心
提示

新华社罗马3月24日电 欧洲各国
疫情24日继续呈蔓延之势，西班牙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意大利。与此同
时，各国纷纷加强管控措施，中国援助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意大利当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升至 69176 例，比前一日增加 5249
例，总确诊人数仍居欧洲各国之首。西
班牙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39673例，24小
时内增加6584例，增幅超过意大利。

24 日，德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27436例，新增4764例；法国累计确诊病
例升至 22300例，新增 2444例；英国累
计确诊病例增至 8077例，新增 1427例；
奥地利累计确诊 4876例，新增 952例；
捷克确诊病例总数达1394例，爱尔兰新
增 2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1329例。

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波黑、罗
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国虽累计确诊病例
数尚未破千，但一些国家增幅较大。如
罗马尼亚 24日累计确诊 762例，新增
186例。

立陶宛国防部24日称，立陶宛茹卡拉
军事基地北约驻立陶宛多国部队有8例确
诊病例，其中部分感染者已被空运出境。

基于对疫情可能进一步蔓延的判
断，欧洲各国纷纷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
措施。

意大利加大对全国“封城”令的执
法力度，宣布对违者处以 400 欧元至
3000欧元罚款。疫情暴发以来，意大利

的重症监护病床数量已从 5343个增至
8370个；呼吸科及传染科病床数从6625
个增加到了26169个。意大利一些服装
企业将在政府鼓励下转产口罩，月产能
将达到5000万，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一
半以上。

英国决定将伦敦ExCel会展中心改
造成一个拥有40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用
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此外，英国还将增
加医护人员数量，并征募25万名志愿者。

爱尔兰政府 24日宣布从当晚起实
施力度更大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全国
所有非满足基本需求的零售店和几乎
所有的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取消一
切体育赛事和邮轮旅游；禁止一切规模
的有组织社会活动；禁止非同一家庭 4
人以上的户外聚会；规定所有咖啡馆和
餐厅只能从事外卖业务；所有宗教场所
必须限制人数以保证人们之间有足够
的距离等。

法国宣布从 24日起进入为期两个
月的“卫生紧急状态”，政府可根据相关
法律限制或禁止民众出行、采取隔离措
施、限制集会活动、下令临时关闭企业
和机构等。

希腊 2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控制
人员流动。希腊爱琴海航空公司 23日
宣布，在 3月 26日至 4月 30日期间停飞
进出港国际航班，仅保留雅典与布鲁塞
尔之间有限的航班，以保证希腊与欧盟
总部之间的联系。为应对疫情，希腊政
府把防疫用品的增值税从 24%降低至

6%，同意向药厂提供没收的大量假酒来
制造消毒产品。

奥地利正设法扩大新冠肺炎检测
能力，以期尽快将日均检测能力提升至
1.5万次，检测总数扩大至 10万人次。
目前，奥地利已要求所有企业实行短工
时制，以避免大规模失业。政府正制定
针对中小企业及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
的紧急援助计划，预计下周开始发放援
助款项。

与此同时，奥地利已从中国订购
2000万只口罩，其中 500万只口罩本周
运抵奥地利。匈牙利政府从中国采购
的约 60吨、总价值约 500万欧元的防疫
物资也已运抵布达佩斯。

此外，罗马尼亚宣布从25日起国内
实行全天戒严，居民不得随意外出，军
队将协助警察执勤；克罗地亚22日发生
地震后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严禁人们
离开户籍所在城市；捷克正考虑从目前
采取的全面限制人口流动逐步转向通
过智能系统辅助隔离，该系统可通过手
机和信用卡数据来绘制感染者最近5天
的去向；斯洛文尼亚政府24日宣布一项
约2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企
业和个人度过疫情造成的危机。

疫情加速蔓延的同时，国际援助也
在展开，如德国多家医院开始收治意大
利新冠肺炎患者。此外，继中国驻波黑
大使馆向波黑塞族共和国提供消毒液
之后，欧盟 23日向波黑提供了 720万欧
元的资金援助。

有专家说，因为检测能力有限，许
多病毒携带者可能都没有机会得到检
测，就已经成了潜在传染源，估计实际
感染人数远远超过确诊人数。

除了疫情，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
题也令人担忧。纽约公立学校直到最
近才停课，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贫困家
庭的孩子依靠学校提供的免费早午餐

果腹。当地居民对可能会出现的街头
骚乱保持警惕，尽管国民警卫队的装甲
车已开进曼哈顿，人们还是担心会出现
极端情况。 （据新华社电）

欧洲疫情继续蔓延 多国互助积极应对

“封城”下的纽约

从住处的阳台向外望，街
道上不见人影。不远处连接
曼哈顿和法拉盛的7号线列
车仍不时从高架上驶过，车厢
里空空荡荡，全然不见往日的
拥挤。

这是“封城”后的纽约。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20日
签署命令，从22日晚间起，除
基本服务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必须待在家中。

纽约州疫情严重，纽约市尤甚。截
至 23日晚，纽约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 13000例，占纽约州总确诊病例数
的 60%以上，约为全国的 35%，其中 125

人已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纽
约州为美国首个“重大灾区”。

纽约疫情发展给人一种“迅雷不及
掩耳”之感。两周前，纽约市只有十

多例确诊病例；一周前，确诊病例也
才不过500例。随后，每天的确诊人
数 直线飙 升 ，形 势 转 瞬 变 得 异 常
严峻。

转变 大街上变得空空荡荡

短缺 只有重症患者有床位

人们对疫情的态度也急剧转变。
几天前，大街上还人流不断，几乎没有
人戴口罩，餐馆里食客照常用餐。同事
前往纽约市一个因聚集性感染而封锁
的郊区小镇采访，所见执勤的国民警卫
队士兵竟然都没戴口罩，表现极为随

意。此前记者前往机场送行时，在候机
厅里也只见到少数人戴口罩。

就像是在一夜之间，大街上变得空
空荡荡，偶尔走过的零星路人也都戴上了
口罩。超市开始出现商品缺货，好些摆放
手纸、矿泉水的货架上已空空如也。常去

买菜的批发市场也因缺货关门歇业。
电视上几乎每个频道都在播放最

新疫情形势或相关访谈，体育频道也停
止了赛事直播。电视镜头扫过，平日熙
熙攘攘的时报广场也已变得空旷，只有
众多显示屏还在“寂寞”地滚动着广告。

据媒体报道，纽约目前医疗物资严
重短缺，不仅床位不够，甚至医生和护
士都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目前纽约
市住院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仅有
约 2200人，只约为确诊病例的六分之

一，只有重症患者才能在医院得到一张
床位。

一个身边的例子印证了此事。一
名中国留学生连续高烧，在医院确诊患
上新冠肺炎。尽管胸片显示肺部已有

炎症且干咳得厉害，医生还是让他回宾
馆隔离，因为他还年轻，情况也不算最
差。第二天他的病情愈发严重，再去医
院却又被赶回宾馆。医生只给开了退
烧药，说是相关药品短缺。

担忧 国民警卫队装甲车开进曼哈顿

33月月2323日下午拍摄的空荡荡的纽约时报广场日下午拍摄的空荡荡的纽约时报广场。（。（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官网数据库显示，已进入治疗新冠肺炎临
床试验的药物瑞德西韦 23日被药管局认定为

“孤儿药”，涉及适应症为新冠肺炎。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一款在研

药，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获批上市。美国药管局
官网信息显示，瑞德西韦仅得到“孤儿药”认定，
还没有获得“孤儿药”用途的上市批准。

美国“孤儿药”认定是为了鼓励企业研发治
疗罕见病的药物。根据美国《孤儿药法案》，用于
治疗美国境内患者少于20万人的疾病的药物可
申请“孤儿药”资格，获得认定后可享受上市前到
上市后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加速审批、税收抵
免、研发资助、免除新药申请费以及批准上市后
可享受7年市场独占期等。

瑞德西韦是一种核苷类似物，原用于抗埃博
拉病毒感染的临床试验，一些体外及动物研究显
示，一定浓度下该药可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
状病毒起到抑活作用。

基于“同情用药”原则，美国研究人员今年1
月对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了瑞德西韦，患者症
状在一两天内显著改善，使这种药物备受关注。
截至目前，用瑞德西韦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
已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地展开，以评价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据媒体报道，在日本通过参
与临床试验接受瑞德西韦治疗的14名美国新冠
肺炎患者大部分已康复。

吉利德科技公司 22日宣布，暂停受理绝大
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对瑞德西韦“同情用药”的个
人申请，希望患者经由临床试验接受这种在研药
物治疗。

瑞德西韦
获美国药管局“孤儿药”认定

新华社曼谷3月25日电（记者任芊）泰国法
政大学附属医院25日宣布启动泰国首家临时医
院，用于接收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泰国法政大学医学院院长迪洛·披亚育泰当
天说，位于该校兰实校区的一栋 14层学生公寓
被改建成临时医院，内部共设有308张病床。由
于医院内未配备重症监护设备，因此将仅接收已
接受过一段时间治疗且身体状况相对较好的轻
症患者。

据介绍，这家临时医院是泰国朱拉隆功大
学附属医院、法政大学附属医院、诗丽叻医院等
5家教学医院的合作项目，在近期泰国确诊患
者人数激增的情况下，旨在缓解曼谷医疗机构
的压力。

泰国公共卫生部 25日公布，目前该国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934例，比前一日增加107例，累计
70例治愈出院，累计死亡4例。

泰国启用首家临时医院

新华社伦敦3月25日电（记者张代蕾 张家
伟）英国王室25日发布声明说，英国威尔士亲王
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症
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 71岁的查尔斯
目前表现出轻度症状，“近日都在家办公”；其夫
人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染。两人现在位于苏
格兰的家中自我隔离。

声明说，查尔斯最近几周内履行王室公职活
动很多，因此不能确定他从何处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丈夫菲利普
亲王本月早些时候已离开白金汉宫，避居温莎
城堡。

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