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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多国近期疫情反弹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23

日说，到 2022 年 3 月，欧洲区域

可能新增 70 万新冠死亡病例，累

计病亡人数将超过 220 万。

为缓解医疗系统压力，荷兰

23 日起将新冠患者转运至德国治

疗。德国、法国同样面临防疫考验。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覆

盖 53个国家，包括欧洲及一些邻

近地区国家。这一机构 23 日发布

声明说，辖区内过去一周日均新增

新冠死亡病例接近 4200 例，较 9

月底数据增加一倍，迄今累计病亡

逾 150 万人。

“按目前趋势，预计到明年春

天，（欧洲区域）累计报告死亡人

数将超过 220 万。”声明说，新冠

病毒眼下是这一区域“头号致死

原因”。

按声明说法，欧洲区域 49 个

国家重症监护室的紧张局面将持

续到明年 3月。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

处主任汉斯 ●克卢格呼吁各国尽可

能为民众接种疫苗加强针，同时继

续采取防疫措施。他 4日曾警告，

这一区域今年冬季可能会有 50 万

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荷兰 23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约 2.3 万例；七天内新增病例

超过 15.3 万例，较上一周增加

39%。荷兰迄今累计确诊超过 25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 1.9 万例。

据路透社报道，最近几周，荷

兰入院新冠患者数激增到 5 月以

来最高水平。截至 23 日，1050 张

重症监护病床中，488 张被新冠患

者占用。医院已经缩减其他病患治

疗程序。

荷兰卫生部门当天说，该国近

三分之一的手术室已经关闭，以便

为新冠感染者腾出重症监护床位。

荷兰约五分之一的医院无法如期

完成重要手术。

为缓解医院负担，荷兰 23 日

开始将新冠患者转运至德国。按荷

兰卫生部门说法，当天转移两名病

患。

荷兰政府还计划实施更多防

疫措施，包括限制未接种疫苗人群

进入大部分公共场所。

德国疫情同样严峻，23 日宣

布将“很快”强制要求士兵接种新

冠疫苗。

一名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告诉

法新社记者，国防部官员和军方代

表已经同意“将新冠疫苗列入士

兵必须接种的疫苗清单”，“预计

很快就会实施”。

按法新社说法，这将使军人成

为德国首个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

公务员群体。德国军方正准备部署

士兵，帮助地方政府开展疫苗接

种、病毒筛查和其他工作，以应对

新冠感染病例激增。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 ●科赫研

究所 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66884

例，刷新日增确诊纪录，累计确诊

超过 549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335

例，累计病亡超过 9.9 万人。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 ●施潘 23

日说，德国新冠疫情严峻，需要采

取更多防疫限制措施，不排除实施

“封禁”。

按法新社说法，德国疫情反弹

部分缘于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目

前 68%人口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罗

伯特 ●科赫研究所认为，12岁至 59

岁人群全程接种率不低于 85%、

60 岁及以上人群不低于 90%，才

有望遏制疫情。

尽管重新采取保持社交距离、

推进疫苗接种等抗疫措施，法国疫

情眼下仍未见好转。

法国卫生部 23 日报告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30454 例，比一周前

激增 54%，为 8 月 11 日以来单日

新增最高纪录，累计确诊超过 745

万例；7天日均新增病例超过 2 万

例，为 8月 24 日以来最高。

法国接受重症监护的新冠患

者人数 23 日升至 1455 人，比前

一天增加 49人。

法国卫生监管机构上周说，疫

苗加强针接种范围应扩大至 40 岁

以上人群；自 15 日起，政府再次规

定所有小学生必须戴口罩。

大约 75%的法国人完成疫苗

全程接种，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

龙呼吁民众尽快接种加强针。马克

龙认为，法国暂时不需要“封城”。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24

日通报，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4116 例，首次超过 4000

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

数最高纪录。

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 24 日

说，韩国疫情形势坏于预期，尤其

是首都圈地区。首尔、京畿道和仁

川市 23 日共计新增确诊 3125

例，占全国新增病例的七成多。

韩国 1日进入“分阶段恢复

日常生活”阶段，松绑防疫措施，

但疫情随后迅速反弹。

韩国疾病管理厅数据显示，

23 日晚，586 名新冠患者接受重

症监护，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其

中超过 85%是 60 岁及以上人群。

首都圈地区用于收治重症患者的

病床使用率达到 83.3%，全国范围

内这一数据为 69%。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22

日，首尔市有超过 900 名新冠感

染者已为获得医院收治等待 24

小时以上，其中过半数为 70 岁及

以上人群。为缓解床位紧张，首尔

市建议 70 岁及以上已接种新冠

疫苗的感染者，如果有其他家庭成

员照顾，尽量居家治疗。

金富谦依据 22 日发布的疫

情形势风险报告指出，首都圈属于

“极高风险”地区，随时有可能考

虑启动应急计划。他要求政府部门

着力恢复首都圈医疗应对能力，完

善对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居家治

疗的支援方案。

按金富谦说法，上周不到

20%新冠感染者居家治疗。

金富谦说，韩国近两周 60

岁以上确诊病例中，超过 80%完

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从侧面反

映疫苗防护效果降低。他呼吁韩

国民众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

针。

韩国总人口大约 5200 万，其

中 79.1%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接种

加强针的人口比例为 4.1%。

韩国原定 12 月中旬进入防

疫松绑第二阶段，不过卫生专家警

告，如果当下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

制，韩国可能无法如期进入第二阶

段。

金富谦 24 日说，“分阶段恢

复日常生活”实施工作迎来“首

道难关”。他呼吁民众坚持戴口

罩、通风换气并积极配合新冠病

毒检测。

据新华社报道

趋严趋紧的防疫措施在欧洲

多国尚未取得明显成效，却引发了

多起抗议活动。医学专家指出，相

关活动中人员聚集增加了传染风

险，这将令欧洲抗疫难上加难。

19日晚，荷兰鹿特丹发生反对

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警方随即在

该市中心实施紧急状态，禁止人员

在中央车站附近停留。海牙、恩斯赫

德、格罗宁根等荷兰城市 20 日和

21日晚也发生暴力抗议活动。警方

在恩斯赫德和格罗宁根逮捕多人，

并宣布在这两地实施紧急状态。

20 日，数千人在克罗地亚首

都萨格勒布市中心抗议。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 20日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游行，约 4 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强

制性接种疫苗；21 日，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超过 3.5 万人抗议当局

“限制自由”的新防疫措施，其后

抗议活动更变为大规模骚乱。

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专家、

巴黎比沙医院传染病科负责人亚

兹丹帕纳赫指出，抗议活动导致的

人群聚集，对于防疫而言是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其中存在诸多“重要

风险因素”。抗议者在高喊口号时

呼出的飞沫有可能携带病毒。

蒋国鹏（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 23 日表

示，鉴于新冠疫情形势发展，政府

应考虑以接种加强针作为接种者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新标

准。

福奇当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说，相关数据已经证明，新冠疫苗

加强针能够向已接种者提供更多

“实质性”保护，建议绝大多数完

成疫苗全程接种的美国人接种加

强针。

包括福奇在内的一些疾病专

家认为，美国的新冠疫情将在

2022 年春季由全国大流行阶段转

为地区流行阶段，意味着未来数年

内新冠病毒将以较低水平传播，但

疫情仍存在。

谈及研究显示新冠疫苗对接

种者的保护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福

奇指出，虽然最初数据表明此类问

题主要存在于老龄人群，但已有新

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于所有年

龄群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热衷

于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加强针

……因为它们真的有效。”福奇

说。

目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完全批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

的新冠疫苗的使用授权，这款疫苗

全程接种两剂；美国莫德纳公司、

强生公司各自研发的疫苗获准在

美紧急使用，前者全程接种为两

剂，后者全程接种为一剂。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可能改

变。”按照福奇的说法，对美国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定义可能会

调整为三剂辉瑞疫苗，或三剂莫德

纳疫苗，或两剂强生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

月早些时候建议将辉瑞新冠疫苗

使用范围扩大至 5 岁至 11 岁儿

童。福奇指出，尚无迹象显示为这

一年龄段儿童接种疫苗会产生任

何安全问题。

他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没有

任何一种疫苗完全没有副作用，但

是，当把孩子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与接种疫苗而发生不良事件的

罕见风险相比较，“绝大多数情况

下，（接种疫苗）好处远远大于风

险”。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

新数据，目前，已有近 1.96 亿美国

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约占美

国全国人口 59%；此外，超过

3664 万人完成加强针接种，人口

占比 18.7%。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数据显示，截至 23 日，美国 28

天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 228.4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超 3.3 万例；

累计确诊超 4798 万例，累计死亡

逾 77.3 万例。

欧洲多国近期疫情反弹加剧,世卫组织再发警告

世卫：欧洲冬季恐再增 70万人死亡

防疫措施引发抗议，欧洲抗疫难上加难

● 韩国日增确诊破纪录
或随时启动应急计划

福奇称应以接种加强针
作为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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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 日，德国民众排队接种疫苗。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