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日报
告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1334 例；7
日移动平均死亡病例数1533例，
为今年3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多个
州或地区近期的新冠死亡率与
之前一段时间相比显著上升，这

导致多地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
力。以西弗吉尼亚州为例，9月前
3周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比该
州此前 3 个月的新冠死亡病例
数之和还要多。

美联社等媒体援引医疗专
家的话报道，目前美国有超过
7000 万人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
件但仍未接种。而近期新冠住院
患者和死亡病例中的绝大多数

未接种过新冠疫苗。接种过疫苗
的人尽管也可能会出现突破感
染 （指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感
染），但他们往往只是轻症。

俄亥俄州卫生部门首席医疗
官布鲁斯·范德霍夫说，不及时接
种新冠疫苗会有真实存在的风
险，“有（接种新冠疫苗）这样简
单、安全又有效的方法，一定不要
让自己变成（新冠）统计数字”。

袁 原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说，由该
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适用于 5 至
11岁儿童，计划 9月底前向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申请，供
该年龄群紧急使用。

据美联社20日报道，辉瑞当
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上述消息，
相关研究报告尚未在学术期刊发
表。辉瑞为2268名幼儿园和小学
儿童接种较低剂量疫苗后，得出上
述结论。参与本次测试的儿童接
种疫苗剂量为 12 岁及以上年龄

群接种剂量的三分之一。
辉瑞副总裁比尔·格鲁伯说，

这些 5至 11 岁儿童接种两剂疫
苗后，体内产生抗体，免疫效果与
接种正常剂量疫苗的青少年一
样。他说，5至 11 岁儿童接种疫
苗产生的副作用与青少年一样，
可能出现胳膊酸痛、发烧等反应。

辉瑞计划 9 月底前向美国
药管局申请 5 至 11 岁儿童紧急
使用上述剂量新冠疫苗的授权。
美国先前已批准 12 岁及以上青
少年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秋季开
学以来，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
塔毒株传播，美国儿童感染人数

显著增长，为更低年龄群儿童接
种疫苗提上议程。

美国药管局一名主管 9 月
初说，只要辉瑞提交研究数据，将
尽快评估并有望在“数周内”决
定，对低年龄段儿童而言，接种疫
苗是否安全有效。

相对成年人而言，儿童感染
新冠病毒的风险较低，但美国近来
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儿科学会数据
显示，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逾
500万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至
少460名儿童因感染死亡。随着
德尔塔毒株传播，美国儿童确诊感
染和住院病例均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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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2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
示，中国对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
展核潜艇合作表示严重关切。此举
蓄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刺激军备
竞赛，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损害国际
核不扩散努力。

赵立坚说，最近许多地区国家
都就美英澳合作可能引发的消极
后果表达了关切。国际社会普遍认
为，美英澳合作具有严重核扩散风
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
神。美英很可能向澳大利亚出口
90%以上丰度的高浓铀，也就是武
器级核材料。澳大利亚作为无核武
器国家获取高浓铀本身构成严重

的核扩散和核安全风险，国际原子
能机构现行保障监督体系却无法
核查澳会不会将核潜艇动力堆中
的高浓铀转用于核武器。中方认
为，国际社会这些担心完全正当、
合理。
“澳大利亚是《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和《南太
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缔约国。澳大

利亚引进的是具有战略军事价值的
核潜艇技术。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
国际社会有理由质疑澳方恪守核不
扩散承诺的诚意。面对抗击疫情和
经济复苏的共同挑战，亚太地区人
民需要的是增长和就业，而不是潜
艇和火药。”他说。

赵立坚表示，美英澳开展有
严重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

再次证明美、英奉行 “双重标
准”、将核合作当作地缘政治博
弈工具。
“中方敦促三国倾听国际社会

呼声，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
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撤销有关错
误决定，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
务，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赵立坚说。

外交部：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表示严重关切

惠晓霜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和美、英两国因为澳大利
亚潜艇项目发生外交冲突，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 21 日呼吁欧美化解分歧，以
免北约内部分裂加剧，希望北约的
欧洲成员国在集体防务方面不要
“另立山头”，若增加防务投入应仅
限于“北约内部”。
斯托尔滕贝格正在美国纽约参

加联合国大会，会议间隙接受美联
社采访时说：“试图削弱欧洲与北
美之间跨大西洋纽带的做法不仅会
削弱北约，还会分裂欧洲。”

他欢迎欧洲国家增加防务投
入，但强调“这不应该发生在北约
以外，而应在北约内部”，“我们现
有的军事力量组合必须尽可能为北
约所用”。
北约内部目前“离心力”加大。

阿富汗战争惨淡收场、美国在潜艇
项目上对法国“背后捅刀”，激化了
北约内部矛盾。欧洲“战略自主”、
组建欧洲联盟联合部队的呼声再
起。本月初的欧盟国家国防部长会
议讨论创建一支由 5000 名军人组
成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以减少对
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这一提议与
德国和法国长期主张一致，不过一
些欧洲成员国反对。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密谋多

时后，于本月 15 日宣布建立新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同时“搅黄”法
国与澳方数百亿美元潜艇大单，让
法方非常愤怒，欧盟高官纷纷声援
法国。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完全
理解法国的失望”，同时称相信同
为北约成员的法国与美、英“能找
到办法，不让这一分歧成为联盟内
部长期问题”。

法国防长弗洛朗丝·帕利 21
日再次谴责毁约事件“破坏盟友间
互信，是战略转折点”。参加联合国
大会的欧盟国家外交部长 20 日在
纽约开会，明确表达了支持法国的
统一立场。

由于北约的共同防务条款，北
约参与了美国以反恐为由发起的阿
富汗战争，近 20 年中，法、德等欧
洲成员国出人出力、牺牲不小，但美
国未与盟友充分协商，8 月底仓促
从阿富汗撤军并宣布结束战争，阿
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国的做法
让欧洲盟友措手不及，欧洲内部对
一味追随美国军事步伐的后果质疑
声再起。

就阿富汗战争对北约的影响，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继续准备在
全球“反恐”，但需要对这类行动的
“目标、目的、使命先作深思熟虑”，
尽量做到不用部署重兵就能控制目
标国家局势。

惠晓霜 （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高级官员21日说，美国、英
国和澳大利亚私结“小圈子”、牺牲法
国利益给欧洲联盟“敲响警钟”，提醒
欧洲应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
“这件事再次给整个欧盟敲响警

钟，”德国政府欧洲事务国务部长米
夏埃尔·罗特说，“提醒我们思考如何
才能加强自主，如何在涉及对外和安
全政策的议题上拿出统一立场。”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也说
美英澳三国的举动“令人警醒，不
仅仅对法国而言”，欧盟国家必须
考虑如何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欧盟国家外

长 20 日在纽约开会，讨论毁约事
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何塞普·博雷利说，与会外长明确表

达了对法方的支持。
法国政府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克

莱芒·博纳 21 日对欧盟的支持表
示欢迎，强调这一事件不仅事关法
国，还事关整个欧洲。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
夫乔维奇认为，下一次欧盟峰会应
着重讨论“战略自主”。
法国已经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

亚大使。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
马梅说，正在评估是否推迟新成立
的欧盟－ 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首
次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 29 日在美国匹
兹堡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
歇尔先前说，有欧盟成员要求推迟
会期。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盟官
员告诉法新社，法国提出推迟会议，
一些巴尔干国家则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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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说新冠疫苗适用 5至 11岁儿童

9月 21 日，洛杉矶，一名女子正在加州移动诊所接种疫苗。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