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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府 11 日着手紧急安置莱斯沃
斯岛莫里亚难民营因失火无处安身的上
万名难民。

美联社评论，这座存在多年、拥挤不
堪、条件恶劣的难民营成为欧洲移民政策
的最大败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解读，这
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在考验欧洲的团结，
凸显一些成员国空谈而不作为的现状。

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
营 9 日凌晨起火，这座希腊最大难民营几
乎完全烧毁。希腊政府需要紧急安置超
过 1.2 万名难民和非法移民，同时防止新
冠病毒传播。

一些希腊政府官员说，这场大火由极
少数不满新冠隔离政策的难民营居民点
燃。先前，难民营中 35人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并由希腊政府采取封锁措施。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说，政府方面已经“迅速行动”，开始搭建
临时安置设施。希腊军方派人在莫里亚
难民营附近搭建新的帐篷，调用军用直升
机将所需物资运往莱斯沃斯岛。

美联社报道，数千名离开莫里亚难民
营的人 11日连续第三晚露宿，一些人在莱
斯沃斯岛首府米蒂利尼街道两边、停车
场、农田、甚至墓地搭起临时床铺。政府
预计，能容纳 3000人的帐篷将在米蒂利尼
附近建成，第一批难民和非法移民最快 12
日入住。

另外，希腊政府将数百名老弱人士和
儿童安排住进酒店等临时居所，并于 10日
派出一艘渡轮临时安置大约 1000人。

数千名难民营居民在火灾发生后短

暂和平示威，要求离开莱斯沃斯岛。不
过，他们的离岛要求严重违反欧洲联盟规
定。欧洲规定，这些从土耳其移交希腊的
难民和非法移民必须待在莱斯沃斯岛，直
至避难申请获批，或遭驳回后遣返土耳
其。

希腊政府先前说，难民营居民中，只
有 406 名无人监护的未成年人将获准离
岛。他们已于 9 日乘坐飞机飞往希腊主
岛。

关联疫情防控，希腊政府 11日向莱斯

沃斯岛空运 20万个快速检测试剂盒，为岛
上的常住居民和难民营居民做病毒筛
查。世界卫生组织说，希腊已经请求这一
国际组织派出紧急医疗组增援，一支比利
时医疗组和一支挪威医疗组预计将于 12
日和 14日先后到位。

莫里亚难民营设计容纳大约 3000人，
实际收容 1.2 万多名来自非洲、亚洲和中
东地区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他们大多因
为战乱和贫困逃离家园，并非法入境土耳
其。多家援助机构在失火前已经就难民

营恶劣的生存条件发出警告。
“我们已经 3天没吃没喝，情况真的非

常非常不好”，来自西非国家冈比亚的弗
雷迪·穆桑巴告诉美联社记者。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分管欧盟 27国移
民事务的马加里蒂斯·希纳斯说：“莫里亚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尖锐的提
醒：欧洲需要改变。时间正在耗尽，没有
一项（共同）移民政策的欧洲还能撑多
久？”

欧盟委员会计划本月 30 日提交一份
新的《移民和避难协定》。按希纳斯说法，
这份协定将以预防为主，与难民和非法移
民来源国达成一致，劝阻人们前往欧洲；
同时在欧洲外围构建“有力”防御体系，

“一个新的欧洲边界和海岸警卫队，配备
大量人员、船只、设备和工具”。

对这一协定，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兴趣浓厚”。他在雅典与希纳斯会面时
说：“也许只有一场悲剧才能唤醒良知，从
而令每个欧洲人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
责任不能只落在欧洲外围国家的肩上。”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说，
10 个欧盟国家已经同意接收莫里亚难民
营中无人监护的未成年人，其中德国和法
国将接收“大约三分之二”。

作为坚持在欧洲范围内整体解决难
民问题的代表之一，泽霍费尔 11日晚些时
候说，还将采取“快速”措施帮助那些有孩
子的家庭。“我个人非常重视为有孩子家
庭达成一项快速解决方案，接收 400 名无
人监护未成年人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很快
就来。” 新华社特稿(记者 田野）

希腊难民营大火考验欧洲团结

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
和华盛顿州正遭受史无前例的山火侵
袭。法新社报道，截至 11日，山火已造成
24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

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消防局 10 日晚
说，截至当天，肆虐加州西北部的“奥古
斯特山火”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火灾。

加州北部比尤特县警方说，10 人因
山火丧生。

加州消防局说，今年以来，多轮山火
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310 万英亩（约 1.25
万平方公里），为历年来最高值，而山火
季预期还将持续将近 4个月。

俄勒冈州应急管理办公室 10 日晚
说，大约 50万人因山火疏散，超过州总人
口十分之一。

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说，过去三
天过火面积超过 90 万英亩（3642 平方公
里），是往常年均过火面积的将近两倍。
至少 5 个镇遭受“巨大破坏”。“我们在俄
勒冈州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不可控山火。”

俄勒冈州政府官员证实，波特兰市以
南桑蒂亚姆峡谷地区有两人死于山火，
阿什兰地区有一人死亡。

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说，州内
一名 1岁男婴因山火死亡。事发时，父母
试图带这名婴儿逃出火场，这对父母遭
严重烧伤。

华盛顿州的过火面积已达将近 2426
平方公里。

今年 8月是加州史上最热的 8月。持
续高温和干燥的强风加速山火蔓延。

加州消防局说，强风过去几天已经有
所减弱，多地极端天气警告已经解除。
下周湿度有望升高，天气逐渐凉爽，火势
届时或许会减弱。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把今年山火难
以控制归因于气候变化，认定持续高温
以及多年干旱导致山火肆虐是全球变暖
现象。“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加州不可能
独自完成这项任务（应对气候变化）。气
候变化确实存在。”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 9月 11 日新媒体专电
根据 9 月 3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期刊上
的一篇论文，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已经
制定了一项计划，以确定哪些人需要率
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尽管目前还不知
道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时上市。

据埃菲社华盛顿 9月 3日报道，论文
作者表示：“当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被研
制出来后，供应稀缺将不可避免。”他们
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各国政府和制
造商本身“已经面临如何在所有国家分
配这些疫苗的问题”。

该论文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
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系主任伊齐基
尔·伊曼纽尔牵头。

伊曼纽尔说，“按人口分配疫苗的想
法似乎是一种公平的策略”，但实际上

“我们通常会根据某地的受灾严重程度
来分配物资，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
衡量苦难的首要标准应该是疫苗能够避
免的过早死亡人数”。

论文指出，虽然在制定统一和全球
性的新冠肺炎疫苗分配框架方面没有取
得什么进展，但已经出现两个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卫生工作者以及 65
岁以上人口等高危人群应率先接种，而

世卫组织则表示，各国应当获得与其人
口相称的剂量。

伊曼纽尔认为，从医学伦理学的角
度来看，这两种策略都具有“严重缺陷”。

报道称，19 名全球卫生专家提出了
一个分三个阶段进行、名为“公平优先模
式”的疫苗分配计划，旨在减少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过早死亡和其他不可逆转的健
康后果。

伊曼纽尔的团队认为，“预防死亡，
尤其是预防过早死亡尤为迫切”，这也是
这一模式第一阶段的重点所在。每个国
家通过计算“损失岁数”来确定新冠肺炎
过早死亡标准。

报道指出，到了第二阶段，论文作者
建议将整体经济的改善以及能在多大程
度上防止人口陷入贫困作为考量依据。

报道还指出，在“公平优先模式”第
三阶段，将优先考虑感染率最高的国家，

“但最终所有国家都应该获得足够的疫
苗来预防感染，为此估计需要 60％至
70％的人口具有免疫力”。

不过，世卫组织的计划是，先让 3％
的人口接种疫苗，然后按照人口比例进
行分配，直到所有国家有 20％的人口接
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 9月 11 日新媒体专电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发表了题为《尽
管没有空气和液态水，但月球正在生锈，
令人费解》的报道称，在对地球的天然卫
星月球进行一连串新的探测任务之前，
研究人员在月球表面发现了一个奇怪而
意外的异常现象：没有空气和液态水存
在的月球正在生锈。

这一令人困惑的发现起源于 2008
年，当时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月船 1
号”探测器观测了月球表面并发现了水
冰。

但直到最近，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李
帅及其同事才在与铁氧化物赤铁矿匹配
的数据中发现月球生锈的明显迹象。赤
铁矿是一种锈，通常需要氧气和水形成。

李帅说：“这非常令人费解。月球的
环境很不适合赤铁矿形成。”

铁生锈需要一种氧化剂。但是，由
于来自太阳的太阳风，月球表面有大量
氢，而氢是一种还原剂，与氧化剂完全相
反：还原剂会增加电子，而不是把电子从
与之相互作用的物质中带走。

研究人员假定，月球上的微量氧气
实际上是从地球的大气中流散的，随地
球延伸磁场磁尾一路远行 23.9 万英里
（约合 38.5万公里）来到月球。

磁尾或许也可解释来自太阳风的氢
为何不能阻止铁锈形成：当月球在其轨
道的某些部分经过磁尾时会暂时受到屏
蔽，为铁锈形成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窗口
期。

最后，研究人员提出，在月球表面各
处散布的小片水冰随快速移动的太空尘
埃颗粒击打而活化，从而与土壤中的铁
混合并产生月球锈迹。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9月 12日电（记
者 王松宇）金沙萨消息：刚果（金）东部
省份南基伍省省长恩格瓦比吉 12日发布
公报，证实 11 日晚间该省一处矿井发生
坍塌，导致超过 50人遇难。

恩格瓦比吉在公报中说，遇难者大
部分为青年，甚至还有儿童。公报没有

说明坍塌事故的原因。
救援工作目前还在继续，现场搜救

人员说遇难者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有消
息说暴雨或为事故发生的原因。

刚果（金）矿业为国家经济支柱，东
部地区矿产丰富，但非法采矿现象屡禁
不止，导致矿难多发。

谁该第一批接种新冠疫苗？

研究显示：月球正在生锈

美西海岸山火致死24人

刚果（金）东部矿难导致超50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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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1111日日，，消防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谢弗湖查看被山火烧毁的建筑消防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谢弗湖查看被山火烧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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