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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25 日
确认，他已经下令美国军队人员暂停
海外出行和行动至多 60 天，以防止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军队内扩散。

埃斯珀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这项
命令适用于所有美国军人、文职人员
及其家属，但有例外。“目的是确保我
们不把病毒带回家，不感染他人，不
（让病毒）在军队内扩散。”

埃斯珀所说例外之一涉及驻阿富
汗美军撤离。他确认撤军继续推进，
不受这项命令影响。驻阿美军有大约
1.2万人。依照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
班 2 月签署的协议，美军应在 135 天内
把驻军减少至 8600人。美军本月 10日
说，已经开始撤离。

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是美国国防

部在疫情暴发以来所采取涉及美军人
员最广泛的一项举措。美军系统目前
有 2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地区之
一。埃斯珀说，如果纽约州作出请求，
军队准备提供更多资源、以协助抗击
疫情。“我们正等待联邦紧急措施署的
信号，看他们是否确实需要我们进一
步向纽约提供资源。”

美军正着手在疫情最严重的两大
城市纽约和西雅图建野战医院，以缓
解医疗系统压力。一艘海军医院船正
驶向洛杉矶，另一艘预期前往纽约，每
艘医院船可提供大约 1000张病床。美
国陆军工程兵正考虑改造纽约酒店客
房和大学宿舍等 1万间房间，用于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急剧恶化，最大
城市纽约已成为美国疫情“震中”。专
家和当地官员认为，人口密度高导致病
毒在纽约加速传播。未来几周，病床和
医疗物资短缺将成为棘手问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 25 日晚，全美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65778 例，纽约
市累计确诊 17856例。

纽约市所在的纽约州已于近日被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为“重灾区”，目前
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 30000例。州长安
德鲁·科莫在 2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近日州内病例数增长达到了每三天翻
一番的速度，疫情峰值也会较此前预估
的 5 月初提前到两三周之后，且峰值期
的确诊人数也会比此前估计的要多。

随着病例数持续增长，纽约州和纽
约市也面临严峻的病床等医疗物资短
缺问题。科莫 24 日说，到疫情出现峰

值时，纽约州将需要大约 14 万张病床，
4 万张重症病床，而目前全州大约只有
5.3万张病床和 3000张重症病床。

科莫已下令全州医院将病床数增
加至少 50％。此外，23 日起，联邦紧急
措施署已经开始在曼哈顿的贾维茨会
展中心建立四所应急医院，预计下周投
入使用。每个医院配备 250 张病床和
齐全的医疗设备，大约 320 名联邦雇员
将来此工作。

纽约州政府还与美国陆军工程兵
团合作在全州考察并确定了四处条件
合适的公共场所，将建立临时医院，以
缓解病床不足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全
州届时也可能难以提供 14万张病床。

相比病床数量问题，医疗物资短缺
问题恐更快到来。纽约市长德布拉西
奥在 22 日的一档电视访谈中表示，纽
约市再过 10 天就将面临广泛的医疗用
品枯竭。科莫和德布拉西奥已在多个
场合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加快对纽约的
医疗物品支援，包括快速实施可以强制
私人企业生产医用口罩、手套、防护服
等的《国防生产法》。

科莫说，纽约州正在考虑让已治愈
并已产生新冠病毒抗体的患者较早复
工的可能性。但他同时表示：“没有美
国 人 会 说 我 们 要 牺 牲 人 命 来 发 展 经
济。救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尽管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严格的防
控措施，但新冠肺炎疫情 25 日继续蔓
延，多个国家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创新
高。

截至 25 日，在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
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4386
例，累计死亡病例 7503 例；西班牙确诊
47610 例，死亡 3434 例；德国确诊 31554
例，死亡 149例；法国确诊 25233例，死亡
1331 例；荷兰确诊 6412 例，死亡 356 例；
奥地利确诊 5560例，死亡 31例。

爱尔兰、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希
腊、匈牙利、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国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虽 刚 刚 突 破 或 尚 未 达 到
1000，但一些迹象令人担忧。例如，25日
确诊病例达 1333 例的卢森堡，全国人口
只有 60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过去 24
小时内死亡 18例。

此外，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问题堪
忧。意大利家庭医生联合会 25 日说，已
有 30 名医生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意
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4日，至少 5760名意大利医护人员
感染新冠病毒。在葡萄牙，近 200 名医
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医疗系统面临巨
大挑战。

尽管防控措施不断升级，但欧洲疫
情快速蔓延的势头远未得到遏制。罗马

尼亚病毒学协会主席亚历山德鲁·拉菲
拉 25 日说，未来两三周内，该国每日新
增感染病例将超过 1000例。德国麻醉与
重症监护协会 25 日说，未来 8 到 10 天内
将出现大量重症患者，但很难判断顶点
将何时到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疫情峰值，在全面
升级防控措施的同时，欧洲多国吹响了

救治“集结号”，力争最大程度挽回重症
和危重症患者生命。

法国总统马克龙 25日晚在视察疫情
严重的上莱茵省的米卢斯野战医院时表
示，将为所有医护人员提供一份特别奖
金，并在疫情结束后加大对医院的投资。

意大利卫生部长罗伯托·斯佩兰扎
25 日说，政府正不断努力从国外购买和

组织生产防护设备，并将始终优先分发
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德国联邦议院 25日通过法律为医疗
机构和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其内容包括
医院每增设一张重症病床可获得 5 万欧
元补贴，医院因疫情推迟其他常规手术
和诊疗造成的损失可从联邦财政中获得
补偿等。

芬兰将着手增强全国各地 ICU 的储
备和服务能力。政府 23 日宣布将动用
战略性医院设备储备以弥补不足。

罗马尼亚为应对新冠疫情成立的战
略传播小组 23 日发布命令，所有国立医
院从 24 日起暂停非紧急的手术、治疗和
诊断，非紧急的住院病人在 48 小时内完
成出院。另外，罗军队已开始在布加勒
斯特郊外建设野战医院，专门接治轻中
度病人。

除保证医疗资源供给，很多欧洲国
家也着手应对医护人员短缺问题。奥地
利政府 24日宣布将向护理领域投放 1亿
欧元救助资金，主要用于招聘人员和提
高待遇，同时征召和调拨更多服民役人
员从事基础护理工作。

为缓解医护人员不足，葡萄牙、爱尔
兰、比利时、瑞典、阿尔巴尼亚等国或号
召退休医护人员重返岗位，或呼吁志愿
者参与抗疫，受到本国人员积极响应。

法国军方 25 日宣布，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的法军人员正从伊拉克撤出。

法军总参谋长 25 日晚发表声明说：
“经与伊拉克政府协调，特别是考虑到当
前的卫生危机，国际联盟决定调整在伊
拉克的人员部署，暂停对伊拉克安全部
队的训练活动。”法军现有大约 200 人驻
扎在伊拉克，从事训练指导或在巴格达
的联军总部工作。

伊拉克军方发言人阿卜杜勒－卡里
姆·哈拉夫当天告诉伊拉克通讯社，伊拉
克政府同意法军撤离，美国主导的国际
联盟部队已离开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加伊
姆地区。

德新社报道，法伊双方公布的撤军
时间稍有不同。法方说撤军自 26 日开
始，伊方则说法军已离开。

法新社报道，伊拉克军方本月初中
止全部训练活动，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际联军等部队内扩散。英国国防部
先前已宣布撤离部分军人。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促使更多美国
人在家吃饭。鸡蛋因而成为美国人热
衷囤积的商品之一，导致美国鸡蛋供
应短缺，一些超市鸡蛋价格飙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5 日报道，
在截至 3 月 14 日的一周内，鸡蛋销量
同比激增 44％。美国沃尔玛公司等
大型连锁零售商近期开始限购鸡蛋等
遭恐慌性购买的商品。

商品市场分析机构厄纳－巴里公
司分析师布赖恩·莫斯科朱里说：“消
费者正在疯狂购物，非常像暴风雪来
临之前。他们正在购买必需品（牛奶、
面包、卫生纸和鸡蛋）。”

厄纳－巴里公司提供的数据显
示，自 3月初以来，鸡蛋批发价格上涨
180％。

疫情告急！欧洲各国吹响“集结号”

法军从伊拉克撤离美国纽约新冠肺炎病例数飙升
医疗物资面临短缺

美国鸡蛋价格猛涨 防疫情扩散 美军暂停海外行动
3 月 25 日，莫斯科一名医务人员在

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研究中心工
作。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防疫指挥部 25
日发布公告说，当天莫斯科出现两例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这是俄罗斯首次报告
死因明确为新冠肺炎的病例。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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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2525日日，，在西班牙布尔戈斯在西班牙布尔戈斯，，医务人员将一名患者送至医院医务人员将一名患者送至医院。。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33月月2525日日，，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医疗中心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医疗中心，，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病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病
毒检测毒检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