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国际新闻 22002211 .. 77 .. 2200 星 期 二

编 辑 李 俊 朱 艳 丰

根据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消
息，截至 19日上午 8时，“文武大
王”号驱逐舰较前一日上午 8时
新增 179 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全舰 301 人中，目前 247人阳
性，50人阴性，另有 4人结果尚未
确定。

16 名染疫水兵在 “文武大
王”号所停靠一个非洲国家的医
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需要重症监
护，但可以乘飞机回国。

韩国政府 18 日派出两架
KC-330 型多用途空中加油运输
机，接回全体舰员，预计 20 日下
午抵达首尔机场。届时，全体舰员
将再次接受核酸检测并接受隔离
或治疗。

一支 200 人左右的特遣部队
已抵达“文武大王”号驻扎的非洲
国家，将在防疫消毒作业完成后接
管这艘排水量 4400 吨的军舰，启
航回国。

韩国海军 2009 年组建执行
护航任务的清海部队，乘“文武大
王”号赴亚丁湾等海域护航，每 6
个月轮换。发生疫情的第 34梯队
原计划 8 月份回国。这是清海部
队自部署以来首次在计划外提前
回国。

“文武大王”号暴发疫情后，
韩国舆论批评韩国军方在防疫上
疏忽大意。

第 34 梯队今年 2 月出发时，

韩国尚未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军队
4 月起开始接种，包括驻海外部
队。不过，按照《中央日报》的说
法，已经派驻非洲的清海部队不在
接种范围，国防部也没有为后者制
定在驻地接种的计划。

这家媒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
报道，韩国国防部对染疫风险认识
不足，认为部队“大部分时间都漂
在海上”，很少与驻地居民接触，
感染风险不大。
然而，这次聚集性感染可能恰

恰源自“文武大王”号 6 月 28 日
至 7 月 1 日在非洲某国港口停
靠。军方人士说，搬运补给物资的
官兵身穿防护服，但负责补给事务
的军官需要查验物资并与当地人
商谈新的合作事宜，难以避免密切
接触。

韩联社报道，“文武大王”号
离开港口次日，一名水兵出现感冒
症状，但军医只给他开了感冒药，
没有检测，也没有隔离。大约一周
后，十多名水兵出现相似症状。上
级下令他们做快速检测，而不是更
准确的核酸检测，结果全部呈阴
性。其中 6 人的样本被送至附近
国家接受核酸检测，13 日确认全
部呈阳性，部队方才全员检测。
军舰内部环境近乎密闭，发生

聚集性感染并不鲜见。去年，美国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暴发疫
情，1200 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紧急
返回关岛。今年 4月，韩国“孤隼
峰”号登陆舰 38 人染疫，约占全
体舰员四成。本月，英国“伊丽莎
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100 多名
水兵染疫。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西部洪灾死亡人数 18日
增至 157人。一些媒体、专家和民
众认为，德国气象预警系统不完
善，预警信息传达不及时、不明确。

尽管气象部门上周预报德国
西部将遭遇暴雨，不少居民说，他
们对洪水措手不及。

按照德国联邦体制，全国 16
个州负责各自辖区洪水预警。不少
地方政府使用警报器、喇叭通知民
众，或经由广播和电视发布预警和
疏散令。

德国西部洪灾始于 13 日，北
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和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莱法州）受灾最严
重。德国畅销日报《图片报》发表
文章，批评这两个州准备不足。
文章写道，“民防是州政府最

基本工作之一”，但洪水来袭前
“太多地区警报没响，发布的预
警非常少”，酿成一场 “民防灾
难”。

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教授汉
娜·克洛克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
访时说，德国气象“警报链一些环
节断了”，疏散转移的预警信息没
能传达到足够多的民众。“这都
2021 年了，不该有这么多人遇
难。”

在莱法州阿尔韦勒地区，居民
格雷戈尔·德根 18 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他们先前“听天气预报说
要下大雨”，没人想到会那么严
重。

“我看到一条简短的预警信
息，但为时太晚，”德根说，洪水漫
进他家，迅速涨到 2.5 米高，那时
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

德国城镇和市政协会常务会
长格德·兰茨贝格说，先前气象预
报“给人们的印象只是会有大雨，
没有清晰传达雨量之巨大”。

他呼吁全面检查完善气象预
警和应灾准备系统、更广泛使用警
报器，呼吁联邦政府为联邦民防和
救灾办公室配备更多职员、提升这
一机构应灾能力。
德国总理默克尔 18日考察莱

法州灾情，承诺政府将吸取教训。
她说：“我们当然会问问自己哪些
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但某些情况
下，（灾害）发生得太快，你无法完
全避开大自然的力量。”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长安雅·
卡利切克说：“德国西部这场大灾
难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必须在今
后几年加强对一系列极端气象的
研究。”

据新华社报道

距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 4
天，日本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截至
18日，日本已经连续 5天单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3000 例，东
京都已连续 5 天日增确诊超过
1000 例。7月以来，参加东京奥运
会的运动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已累
计有 55人被确诊感染新冠。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

18日日本新增确诊病例 3103例，
其中东京都新增确诊 1008例。截
至 18 日，日本全国累计确诊病例
841499例，累计死亡 15050 例。

东京奥组委从 7 月 1 日起每
天公布奥运会相关人员确诊感染

新冠的情况，截至 18 日共有 55
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被确诊感
染。南非代表团两名男足运动员
18日确诊感染，这是首次有入住
奥运村的运动员感染。两人与此
前一天确诊的 1 名同队工作人员
均已被转移到奥运村外的酒店隔
离，另有 21 人被确定为密切接触
者。

日本首相菅义伟 8 日晚宣
布，东京都从 7月 12 日起至 8 月
22 日实施紧急状态。这是疫情发
生以来东京都第四次进入紧急状
态，期限将覆盖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受此影
响，东京奥运会绝大部分比赛都将
空场举行。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
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遭绑
架后，阿富汗政府 18日宣布召回
驻巴大使和其他高级别外交官，直
至安全威胁全部解除。

巴基斯坦外交部随即回应
说，阿方宣布召回外交官“令人遗
憾”，巴方在绑架事件后已经加强
针对阿富汗外交人员的安保措
施。

阿富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
儿遭绑架以后，阿富汗领导人召回
驻巴基斯坦大使和其他驻伊斯兰
堡的高级别外交官，直至所有安全
威胁解除，包括逮捕和审理肇事
者。”

一个阿富汗代表团将前往巴
基斯坦查看情况，从而决定“接下

来将采取哪些步骤”。
阿富汗外交部 17 日证实，驻

巴基斯坦大使纳吉布拉·阿利希勒
的女儿西勒茜拉 16日在伊斯兰堡
回家途中遭不明身份者绑架和拷
打，数小时后获释，随后在一家医
院接受治疗。
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

赫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说，这件事
“给我们国家带来心理创伤”。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阿方召回驻巴外交官的决定“令
人遗憾”，希望阿方“重新考虑”。
声明说，巴基斯坦外交秘书会

见了阿富汗大使，介绍了巴基斯坦
政府所采取措施，“承诺巴方将全
力配合他”。

巴基斯坦内政部 17 日说，总
理伊姆兰·汗把处理阿富汗大使女
儿遭绑架一事视为优先处理事项，
要求警方和其他执法机构在 48小

时内将肇事者缉拿归案。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

关系不稳定。阿富汗政府指责巴基
斯坦为阿富汗塔利班成员提供庇
护，指认阿富汗塔利班与巴情报机
构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巴方予以否
认，指责阿富汗政府纵容反对巴政
府的武装人员在阿富汗谋划针对
巴方的袭击。

随着阿富汗国内局势最近
动荡，两国紧张关系加剧。阿富
汗副总统萨利赫近期指认巴基
斯坦军方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
空中支援。巴基斯坦外交部否
认，说巴基斯坦“在本国领土范
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部队和
民众安全”。
巴基斯坦方面上周证实，阿富

汗塔利班武装占领阿富汗坎大哈
省斯平布尔达克边境口岸，巴方随
即关闭过境通道。

德国西部洪灾死亡人数增至 157人

洪灾遇难者众，德气象预警系统受质疑

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遭绑架后，阿富汗担忧安全威胁

阿富汗召回多名驻巴基斯坦高级外交官

已有 247 名水兵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韩护航驱逐舰超八成水兵染疫
林淑婷（林淑婷）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 19 日说，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护航
任务的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已有 247 名水兵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占全体舰员的 82%。

这可能是韩国迄今最严重的现役部队聚集性感染， 且染疫
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日连续5天单日新增病例超3000

[关注疫情]

7月 1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视察洪灾灾区。 /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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