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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首都德黑兰 18 日恢复部分“低风险”经
济活动。同一天，伊朗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降至
一个多月来新低。

一些商铺、工厂和作坊复工复产。伊朗电视
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卫生检查员在商铺间巡逻，提
醒一名面包师戴好口罩；多间店铺员工向顾客发
放手套。

电影院、健身馆、桑拿浴场、美容美发店、购物
中心等“高风险”场所继续关闭。学校继续停课，
各类大型集会依然不允许举办。

德黑兰以外地区“低风险”经济活动 11 日获
准恢复，那些地区的政府机构同一天恢复办公，但
三分之一雇员仍居家办公。德黑兰“低风险”行业
复工前提是向政府提出申请，且承诺遵循由卫生
部发布的保持社交距离准则。

卫生部发言人基亚努什·贾汉普尔 18 日晚些
时候通报伊朗新冠疫情情况，当天新增死亡病例
73例，是 3月 12日以来最低。

截至 18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 80868例，过去
24小时新增 1374例；累计死亡病例 5031例。死亡
病例数连续 5天不超过 100例，且持续下降。

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新冠疫情最严重国

家。截至 18日，土耳
其确诊病例升至 82329
例，取代伊朗成为中东
地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
家。

伊朗卫生部长赛义德·纳
马基先前说，伊朗国内大多数
省份疫情趋向好转，但民众需要
继续遵守防疫措施。

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交通 18
日出现拥堵，原因是不少民众前往各
个政府机构领取政府补助。政府应对
新冠疫情小组组长阿里·礼萨·扎利警
告，德黑兰疫情依然处于“流行”阶段，交通
拥堵令人担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18 日说，如果民众认为斋月期间禁食将导致疾
病或使疾病恶化，可以依据自身状况决定是否禁
食。

伊朗 4月 24日进入斋月。哈梅内伊先前呼吁
民众在家度过斋月，避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媒体 18日报道，由于英国新冠疫情严重，
即将迎来 94岁寿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决定
取消鸣枪庆生方案，低调过生日。

【抗疫为重】
4 月 21 日是伊丽莎白二世 94 岁生日。

按照传统，伦敦多个地点当天举行鸣枪仪
式。但是王室消息源告诉英国媒体，女王

提出取消鸣枪仪式，因为她觉得眼下氛
围不适合举行庆祝仪式，更不应为了

举行仪式费力作特殊安排。
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克里斯·

希普最先报道这一消息。他在推
特上写道：“受新冠疫情危机影

响，我们今年不会以任何特殊
方式庆祝女王陛下的生日。”

消息人士说，这应该是
女王在位 68年来，第一次

提出这种要求。
新冠疫情已在全

球夺去至少 15 万人
的生命，其中英国

有 超 过 1.4 万 人
病亡，为全球第

五 高 。 英 国
目前已经进

入 或 接 近
疫 情 高

峰 期 ，

单日死亡人数多日居高不下。英国卫生部发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17日全英 847人病亡。

代理主持政府事务的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
拉布 16 日宣布，当前让公众保持“社交距离”的限
制措施将延长至少 3周。

本月 5日晚，英国媒体播出伊丽莎白二世的特
别讲话。在这一提前录制的讲话中，英女王感谢
医护人员，鼓舞民众以自律和勇气面对疫情。11
日晚，她发表复活节讲话，强调“自我隔离能保障
他人健康”，同时给民众打气，说“新冠病毒不会击
败我们”。

【两个生日】
伊丽莎白二世 1926 年 4 月 21 日出生，1936 年

成为王储，1952年即位。2015年，她打破维多利亚
女王的纪录，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

按照惯例，英国君主一年过两次生日。一次是
实际生日；另一次为官方生日，是在天气较好的 6
月，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官方庆典。

往年的实际生日当天，女王通常与家人共
度，有时会出席少许公共活动。

白金汉宫 3 月说，为避免人群聚
集，女王官方生日的阅兵式将取
消。王室消息人士 18 日说，
眼下王室没有考虑替代
阅 兵 式 举 办 其 他 庆
祝活动。

新 华 社
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在 1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每日形势报告中
说，对全球各地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 70 多万个确诊病例进行

的统计分析显示，男女患者几乎各占一半，年龄中位数为 51岁。
世卫组织介绍，截至 4月 13日，收到了来自 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3个

国际交通工具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确诊病例 747546 例，约占当时全球
确诊病例总数的 44％。

对这些病例数据的分析显示，男女比例为 1.03比 1，几乎各占一半；患
者总体年龄中位数为 51岁，其中男性患者年龄中位数为 52岁，女性患者年
龄中位数为 50岁。

但是男女比例在不同年龄段有区别。在 60至 79岁年龄段中男性明显
多于女性，其中 60岁至 69岁年龄段男女比例为 1.27比 1，70至 79岁年龄段
男女比例为 1.34比 1。女性较多的两个年龄段是 20岁至 29岁、80岁以上，
男女比例分别为 0.85比 1和 0.78比 1。

统计还显示，2月 24日以来，确诊病例中 20岁至 39岁患者
占比扩大，60岁以上患者比例缩小。

世卫组织同时提醒，上述病例数据主要来自
欧美，目前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病例数据
中来自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病例占
了 74％，因此相关分析结果不
一定能代表全球整体情
况。
据新华社电

印度孟买市政部门 18 日宣布，位于孟买的塔拉维贫民窟
新冠确诊病例增至 117例，其中死亡病例 10例。
孟买市政部门在通报中说，自 4 月 1 日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以

来，塔拉维贫民窟的疫情持续发展。截至 18日晚，该区域累计确诊 117例，
其中 10人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塔拉维贫民窟是印度最大的贫民聚居区，人口密集，空间
狭窄，卫生状况堪忧。

印度媒体报道说，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多，塔拉维贫民窟已被当地政
府划为疫情重点地区。当地政府根据贫民窟内确诊病例的位置所在，

划出多个隔离区，以进行封闭式管理。
据印度卫生部门通报，截至 18 日晚，印度全国累计确诊病例

14792例，累计治愈 2014例，累计死亡 488例。孟买累计确诊 2509
例，死亡 125例，是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据新华社电

英国 99 岁老人汤姆·穆尔 17 日被威廉王子称作“传奇人
物”，缘由是这名二战老兵在短短十几天以健走方式为抗疫一线
的医护人员募款超过 2000万英镑（约合 1.8亿元人民币）。

从本月 6 日开始，穆尔双手扶助行器，绕自家周长 25 米的后院
健走，起初打算在本月底 100 岁生日前走满 100 圈，争取为英国国民
保健制度（NHS）下属一家慈善组织募款 1000英镑。

他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入募捐
网站，由于捐款人数太多，网站甚至一度崩溃。

尽管穆尔 16 日提前走完 100 圈，但他没有停下，颤颤巍巍地继续在
后院健走，人们的捐款热情同样高涨。截至 17日，全球近百万人慷
慨解囊，合计捐款超过 2000万英镑。

穆尔以前摔伤髋部，接受过髋关节置换手术，后来因
皮肤癌接受治疗。多家媒体称赞穆尔在困难面前坚
韧不拔的精神，把他描述为“国民英雄”。

英国王室成员威廉王子接受媒体采访
时谈及穆尔：“他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他 99 岁高龄，上过战场，什么没
见识过？他的事迹和他展现
出的决心激励了我们所
有人，真了不起。”
新华社特稿

疫情严重

英女王取消庆生

世卫组织：

确诊病例
男女各半

突破2000万英镑
99岁老兵健走筹款

印度最大贫民窟
确诊病例过百

伊朗疫情趋缓
首都部分解封

4 月 13
日 ，在 印 度
孟 买 ，行 人
戴 口 罩 出
行。

←4月13日，在伊朗德黑兰，一名男子戴着手套看手机。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44月月1313日日，，在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在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大屏幕展示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大屏幕展示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发表特别讲话的照片和讲话内容世发表特别讲话的照片和讲话内容。。

44月月1616日日，，汤姆汤姆··穆尔借助助行器在自家后院行走穆尔借助助行器在自家后院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