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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雨”，回应非洲真正关切

据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2021年12月30日发布的数据，该地区累
计确诊9594088例，累计死亡228081例。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援引
莫·易卜拉欣基金会近日一份关于非洲新冠肺炎疫情的报告指出，除非
非洲70%的人口能在2022年底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否则非洲战胜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然而，该报告指出，在非洲50多
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有望实现世卫组织定下的目标，那就是在2021
年底前实现40%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中国是最早提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早在疫情
暴发初期，中国就提出新冠疫苗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尤其要惠及广
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疫苗供应最紧张的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率
先向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2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8亿剂疫苗。近日，随着援助非洲国家莫桑比克
的100万剂新冠疫苗顺利运抵，中国已向非洲53国和非盟委员会提供
超过1.8亿剂新冠疫苗。

在非洲，中国疫苗带来了希望。在纳米比亚，政府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1月28日，该国有约14.7万人接种了2剂中国国药新
冠疫苗。在津巴布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19日
晚，在津全国约1400万人口中，已有405万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其中306万人完成两剂接种。在该国接种的新冠疫苗中，95%以上为中
国生产的新冠疫苗。

在奥密克戎病毒快速传播之际，中国再次挺身而出。近日，在中非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中国响应非盟制定的非洲60%接
种率目标，郑重承诺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肯尼亚国际问
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当前非洲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因受
奥密克戎毒株影响有所上升，中国将再向非洲提供疫苗的举措如同“及
时雨”，体现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坚定支
持。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也说，中国将再向
非洲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是一场“及时雨”，中国
的承诺回应了非洲国家的真正关切。

说到做到，弥合全球“疫苗鸿沟”

2021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的新一批新冠疫苗运抵
首都哈拉雷。这是中方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宣布的向非
洲提供10亿剂疫苗的举措之一。津巴布韦2021年2月15日接收了中国
援助的首批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此后又接收多批中国援助的国药
集团新冠疫苗。津巴布韦副总统奇温加表示，中方此举鼓舞了津巴布韦
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说到做到，尽显大国担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上，中方宣布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会议结束以来，莫桑
比克、索马里等多国已陆续收到中国捐赠的新一批新冠疫苗，中国对其
他非洲国家的疫苗援助也在有序展开。

中国还积极推动同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疫苗。中国最早支持疫苗知识
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在中国政府指导下，
中国企业已经和19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摩
洛哥等非洲国家。中国疫苗不仅在中国制造，也可以在非洲制造，还可
以由中非联合制造，以增强非洲本土生产疫苗的能力。

2021年7月，中埃新冠疫苗合作生产项目实现100万剂量产仪式。
2020年12月，中埃签署《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合作意向书》。中国企业随
后与埃及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并派技术团队赴埃落实本地化生产合作。签
署协议仅半年后，中国疫苗在埃本地化生产项目正式灌装投产，短时间内
即实现100万剂产量。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莱此前曾表示，在埃及生
产的疫苗将首先用来保证本土需求，剩余部分将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

除埃及之外，中国正在帮助更多国家实现疫苗的本地生产。2021
年 7 月 12 日，中国国药集团、塞尔维亚政府、阿联酋 G42 集团关于

《新冠疫苗合作生产备忘录》 签约仪式在线上举行，塞尔维亚和阿联
酋将在中方授权下在当地生产国药疫苗。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
与国药合资建设的疫苗工厂将达到年产2亿剂的能力，将为阿联酋和
其他中东国家提供大量疫苗供应。而早在2020年12月，中国科兴公司
在巴西的合作伙伴布坦坦研究所就开始在巴西生产中国疫苗，到2021
年7月已交付了超过5000万剂疫苗，占巴西疫苗接种总量的43.4%，有
力支持了巴西的疫苗接种工作。

并肩抗疫，为全球合作树立典范

近日，担任莫·易卜拉欣基金会主席的苏丹企业家莫·易卜拉欣发表
声明说：“我们的基金会和其他非洲团体在这场危机暴发之初就发出警
告——一个没有接种疫苗的非洲有可能成为变异毒株的理想温床。”他
进一步说：“奥密克戎的出现提醒了我们，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一个全
球性威胁，为全世界的人接种疫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但是，出口禁令和疫苗囤积阻碍了对非洲的疫苗供应。世卫组织非
洲区域主任莫提女士近期表示，如果富裕国家继续把“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排除在外，那么非洲就将无法实现疫苗接种目标，各国疫苗分配上
的巨大差距也不会快速减小。此外，疫苗产量不足及疫苗获取审批流程
的迟缓也限制了疫苗在非洲的交付。

中国拥有向非洲援助疫苗的善意，也具备对外援助的能力。中国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公布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冠疫苗全年产
能接近50亿剂，预计今年产量超过30亿剂。而且，中国疫苗在可及性
与可负担性方面表现优异。据英国广播公司分析，中国疫苗储存条件为
2℃至8℃，现有冷链系统乃至家用冰箱即可满足要求。此外，灭活疫
苗的成熟技术适合量产，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国疫苗非常适合中低
收入国家使用。英国《自然》杂志曾刊文表示，“对许多国家来说，中
国疫苗是唯一可及的疫苗”。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日表示，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不断提
升，对非洲疫苗的供应是有保障的。目前，全球除中国外，共接种约
56亿剂疫苗，中国提供了其中的1/3。这些疫苗在100多个国家产生了
良好疗效和经济社会效益。中国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只要非洲人民
有需要，中方就会持续不断地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直至非洲彻底战胜
疫情。中国作为非洲国家的好朋友，愿为非洲获取更多疫苗作出新贡
献，为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提供强大
助力，以实际行动体现中非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诠释新时
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正如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刚果（金）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跨部门委员会协调人让-雅克·穆荫贝所说，疫情发生后，非洲
与中国守望相助、并肩抗疫。中国向非洲多国提供疫苗，派遣医疗专家
组和医疗队，非中抗疫合作为全球合作树立了典范。

上图：2021年7月6日，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工作人员卸载中
国援助的新冠疫苗。 中国驻中非共和国使馆供图（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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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正在销毁过剩
的新冠疫苗，而最贫穷的国家
却一剂难求。”世卫组织全球卫
生筹资大使、英国前首相戈登·
布朗近日发表文章指出，“这种
状况必须改变”。

巨大的“疫苗鸿沟”越来越
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鸿
沟”的一面是非洲肆虐的疫情和
惨不忍睹的低接种率：非洲确诊
病例已超950万，包括奥密克戎
在内的诸多变异病毒层出不穷，
而目前非洲的疫苗接种率还不足
6%；“鸿沟”的另一面是富裕国
家疯狂囤积疫苗，甚至造成巨大
浪费：戈登·布朗的文章指出，
目前，七国集团约有6亿剂未使
用的疫苗。

出口禁令和疫苗囤积无疑
阻碍了对非洲的疫苗供应。当
负责为非洲采购新冠疫苗的非
洲联盟特使斯特拉夫·马希伊瓦
手里拿着包括最穷国家的钱兴
致冲冲之时，欧美的拒之门外
无疑是兜头一盆冷水。那些曾
经把“人权”挂在嘴边的欧美
国家，其虚伪嘴脸在现实中被
击得粉碎。正如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说的，全球82%以上的疫苗
被富裕国家购买，只有不到1%
的疫苗流向贫穷国家。

而且，他们把“口惠而实
不至”演绎到了极致：西方各
国 9 月承诺在 2021 年年底前通
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为 92 个最贫穷国家 40%的成年
人口提供疫苗。截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美国只交付了其承诺
疫苗的25%。根据英国艾尔菲尼
蒂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欧盟
只提供了其承诺的19%，英国只
有 11%，加拿大 5%，澳大利亚
18%，瑞士12%。

更有甚者，他们终于捐出
的为数不多的疫苗也问题重重。
近日，尼日利亚卫生部门宣布，
将销毁欧洲捐赠的100万剂新冠
疫苗，因为这些疫苗运抵时仅剩
4到6周的保质期，无法及时投入
使用。塞内加尔当局日前也表
示，年底前将有40万剂过期疫苗
被销毁。无论是宝贵的疫苗被浪
费，还是西方在这其中表现出的
心机，都令人愤怒。

由此，来自中国的善意与
帮助尤显珍贵。截至2021年11月底，中国已向非洲提
供1.8亿剂疫苗，并与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
合作生产疫苗。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
幕式上，为实现非盟确定的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
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宣布再向非洲提供 10 亿剂疫
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
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中国还将为非洲国家
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
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而且，中国研发的灭活疫苗保质期普遍在 2 至 3
年，且对运输和储存条件要求不高，适合在中低收入
国家大规模使用，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英国《自
然》杂志曾刊文表示，“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国疫苗是
唯一可及的疫苗”。

危难时刻见真情。中国是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在百
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叠加影响下，中非守望相助，患难
与共，诠释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共同为
非洲和全球战胜疫情作出更大贡献。

非洲是全球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
2022年1月2日显示的疫苗接种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29日，只有9.11%的
非洲人口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近期，奥密克戎病毒的快速传播更加
凸现了疫苗分配不平衡问题的严重
性。关键时刻，为非洲带来“及时
雨”的是中国。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
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在有的国家超量
囤积疫苗、大搞“疫苗民族主义”背
景下，中国疫苗成为“人民的疫苗”

“世界的疫苗”“可及的疫苗”，给非洲
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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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美国首都华盛
顿及其周边地区普降暴雪。
降雪导致部分航班晚点或取
消，道路交通事故增多。

上图：当日拍摄的雪后
国会大厦。

左图：人们在华盛顿纪
念碑附近堆雪人。

阿 伦摄（新华社发）

暴雪降临华盛顿暴雪暴雪降临华盛顿

连日来，多国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不断创新高。已有
11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由于检测不足、统计滞后，真实数据可能比
官方数据更大。为遏制疫情蔓延，许多国家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
措施。相关人士指出，持续推进疫苗接种仍是降低感染的关键。

防疫政策进一步收紧

面对疫情蔓延态势，许多国家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措施，以
阻止病毒传播。

欧洲多国纷纷调整防疫政策。意大利政府进一步收紧限制措
施，包括禁止在新年前夜举办公共集会，所有娱乐场所关闭至
2022年1月31日，民众在户外必须戴口罩，在影剧院、体育馆等
室内场所则需要佩戴防护级别更高的口罩；法国内政部决定1月
3日起实施多项防疫新措施，包括要求企业让员工每周至少居家
办公3天等；比利时关闭影剧院和音乐厅，禁止室内聚集活动，
限制商店购物人数等；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8个自治区先后决定
重新实行宵禁政策或关闭夜生活场所；芬兰近日开始要求入境旅
客出示新冠阴性检测证明，但边境安全专家托米·基韦纽里表
示，此举可能在机场引发混乱，由于旅客数量庞大，无法检查每
个人的证明，只能依据“风险评估”抽查。

阿根廷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决定将自2020年3月开始的“全
国卫生紧急状态”再度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以减轻奥密克
戎毒株蔓延风险。巴西圣保罗州近日也发布州长令，再次实行

“强制口罩令”，这是该州去年12月11日解除户外强制佩戴口罩
令后再次恢复。

泰国自 2021 年 12 月 22 日起暂停受理“普吉岛旅游沙盒计
划”之外的境外旅客“免隔离”入境和“沙盒”计划申请。此前
成功申请入境许可的旅客还可入境，但须接受两次核酸检测，并

要在入境后接受进一步卫生监测。曼谷市禁止所有市政府辖下组
织和机构举办新年庆祝活动，同时取消在市政府广场举行的例行
新年祈福仪式。

4.6万名受访者中71%的人认为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一
些医学专家近日在《英国医学杂志》周刊上发文敦促英国政府立
即升级防控措施，包括减少社交接触等，以遏制奥密克戎毒株传
播并防止卫生服务系统崩溃。

疫苗接种仍是关键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由于奥密克戎携带大量基因突变，这些
变异可能会增强病毒的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需要接种加强针
才能产生更好的免疫保护。专家呼吁，应该采取包括接种疫苗、
加大政策协调等综合防控措施，尤其是要实现疫苗公平分配，才
能在全球范围最大限度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世卫组织近日表示，已无法实现到2021年底让每个国家新冠
疫苗接种率达到40%这一目标，其中非洲接种率差距尤为显著。
在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中，约一半国家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有
大约40个国家接种率甚至不及10%。世卫组织认为，这主要归咎
于疫苗囤积行为，尤其是在少数已经开始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
富有西方国家。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认为，世界
应从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中汲取教训。如果不尽快弥合富裕和贫
穷国家间“令人无法容忍”的疫苗接种差距，更具威胁性的变异
病毒将可能出现。

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日前表示，联
大新一年的首要工作任务是推进全球新冠疫苗接种以及疫苗公平
分配。他说，疫情形势清楚地表明，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才是
关键出路。

全球多国持续升级防疫措施
本报记者 张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