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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联合国再次呼吁全球疫苗公平
美高官：美国接种完，剩下的再捐给穷国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

“大流行”。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确
诊感染者累计超过 1.18 亿人，
死亡 260 多万人。

古特雷斯说：“我们的世界
在过去一年中经受了‘海啸般’
的痛苦和折磨，大多数地方办公
楼空空荡荡， 街道安静无声，学
校大门紧闭。 众多生命逝去，经
济和社会陷入困境，最脆弱的群
体受伤害最严重， 弱势群体被

‘遗弃得更远’。 ”
古特雷斯表示， 随着新冠疫

苗的推广，人们看到了“隧道尽头
的一些光亮”。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COVAX）已经开始为一些
最贫穷国家提供疫苗。 但古特雷
斯对全球当前疫苗接种存在地区
严重不均衡、 不公平现象提出担
忧。 他表示，目前有 10个国家的
疫苗接种量占全球总接种量的
75%，而 130多个国家迄今甚至还
没有开始接种一剂新冠疫苗。“我
们已经看到了‘疫苗民族主义’的
很多实例。 ”他指出，部分富裕国
家不仅囤积疫苗， 还同疫苗生产

者签订单方面的协议，进
一步损害了疫苗公平。

古特雷斯并没有说
出接种了全球四分之三
新冠疫苗的 10 个国家
的名字， 但美国肯定是
其中之一。 美国疾控中
心（CDC）数据显示，美
国已经分发了 7240 多万
剂疫苗， 已经接种了
5600 多万剂。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公布消
息称，COVAX 已启动第一轮疫
苗分配， 今年 2 月到 5 月间，将
为全球 140 多个国家提供总计
2.37 亿剂疫苗。

古特雷斯称，全球疫苗接种
工作反映了当前最大的“道德考
验”；也只有通过接种，才能真正
控制病毒， 结束对社会的封锁，
进而重启经济。 鉴于此，新冠疫
苗必须成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
他呼吁全世界团结合作，共同生
产、分配疫苗。古特雷斯说，为了
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充足疫苗，至
少要将现在的生产能力翻倍，人
类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继

续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使所有人
都能够公平获得疫苗，并且负担
得起疫苗， 特别要支持妇女、少
数族裔、老年人、残疾人、难民、
移民和原住民等弱势群体。

另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
道，日前，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
员告诉记者，在大多数美国人接
种疫苗之前，拜登政府不会向贫
穷国家捐赠任何美国购买的疫
苗。 在七国集团 G7 在线会议
上，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将在 12
月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拨款
40 亿美元， 帮助贫穷国家购买
新冠疫苗。

报道称，这笔 40亿资金的一
半将用于补贴 92 个贫穷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通过“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COVAX） 购买疫苗。
剩余的 20 亿美元将在今后两年
内拨付， 用于扩大疫苗的生产能
力和交付范围， 预计首批 5亿美
元将很快发放。 美国政府希望，这
笔捐款将鼓励其他国家为这项工
作提供更多捐助。 据估计，这项工
作将耗资 150亿美元。

这位官员说：“虽然我们现
在不能分享疫苗，专注于美国本
土的疫苗接种工作，但我们正努
力支持 COVAX，加强世界各地
的全球疫苗接种。我们正在确定
美国何时能有足够的疫苗供应
并能够捐赠剩余疫苗。 ”拜登政
府表示，预计到 7 月底，将为所
有美国人提供足够的疫苗剂量，
不过完成疫苗接种还需要更多

时间。
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

采访中表示，他希望能够说服拜
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
立即向较贫穷国家分享 3%至
5%的疫苗供应量。

而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在 3 月 2 日的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会）安
理会日前协商一致通过关于新
冠疫苗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国
际疫苗合作，确保受冲突影响和
不稳定地区在内的全球各个国
家及地区平等获取可负担的疫
苗。 这体现了安理会的作用，中
方对此表示欢迎。 ”

汪文斌说：“中方一直在以
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
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宣示，率先加入世卫组织‘全
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
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 倡议，
积极同 10 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
发合作，加入并支持‘新冠疫苗
实施计划’，促进疫苗公平分配。
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决定
向‘实施计划’先提供 1000 万剂
国产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
急需。中方决定参加维和人员新
冠疫苗之友小组，并向联合国维
和人员捐赠疫苗。中方将继续同
各方共同努力， 加强在疫苗、防
控等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努力夺取
全球抗击疫情最终胜利！ ”

（据中国新闻网等）

“你是坏蛋，无缘无故，为什
么打我？”“我不能让他欺负我！”
……视频中，华裔老婆婆一手拿
着冰袋敷着脸， 一手拿着木板，
用广东台山口音的粤语向周围
人大声哭诉着。她的眼睛因肿胀
流血，脸部也见明显瘀伤。 老婆
婆的不远处，一名白人年轻男子
嘴角有血迹，被戴上手铐，躺在

担架床上。
美国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上

午，76 岁的华裔老人谢肖珍在
美国旧金山市街头突遭年轻白
人男子无故袭击后，当即持木板
奋起反击， 将嫌犯打得头破血
流，引发海内外多方关注。近日，
记者越洋连线了谢肖珍老人的
女婿陈德和。

“她的精神比几天前要好多
了，脸上的淤血正在慢慢消退。”
陈德和说， 居家休养四五日后，
岳母身体恢复不错。 他说，遇袭
事件发生后，美国多地的华侨华
人社团，以及家乡广东的亲戚朋
友，通过多种方式向老人表示了
关心， 纷纷称赞老人不畏强暴、
勇敢反击。

据陈德和介绍，1995 年，时
年 50 岁的谢肖珍和丈夫从广东
台山移居美国，之后一直生活在
三藩市（旧金山市）。“我岳母性
格比较好强，为人耿直，都很有
正义感。 ”他说。

美国暴发疫情一年来，全美
各地都传出亚裔遭到肢体攻击、
言语辱骂等事件。 据统计，自
2020 年以来，全美 50 个州发生
了 3800 宗骚扰、 语言攻击和暴
力事件，特别是针对亚裔无助长
者的反亚裔情绪持续加剧。

“岳母和我们说，不要怕，怕
了别人可能就会一直欺负我
们。 ”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陈德
和家人宣布，将爱心人士为谢肖
珍老人众筹的近 90 万美元，全
部转捐给亚裔社区有关机构，用
于反歧视、反暴力活动。

陈德和说：“无故遭人殴打
后，岳母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
创伤，情况一度很不乐观，让全
家人忧心不已。她本身是癌症的
康复者， 患有糖尿病超过十年。
好在，经过这几日的休养，岳母
的伤情有了好转。 昨天去探望
时， 看到岳母重新有了精气神，
大家都放心了不少。 于是，全家
人商量后决定把募集的善款全
部转捐出去， 用于亚裔社区、华
人社区开展反歧视、反暴力的行
动，帮助我们亚裔早日免受无妄
之灾。 同时，希望更多的人站出
来，争取我们华人应有的权利和
尊严。 ”

他认为：“我觉得岳母说得很
对，大家不要害怕，面对种族歧视
不应再选择忍气吞声。 如果我们
华人因害怕而选择沉默， 就可能
会一直被欺负。 我岳母这一次的
举动就很勇敢，做了应该做的事，
也得到了华人同胞们的力挺。 她
很感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

“岳母是个很传统的中国
人，她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不是
一个需要施舍的人。 对于搞募
捐，她一开始是不愿意的。 她老
是讲，不希望因自己的事来麻烦

大家。 ”连线末尾，陈德和说道。
另据报道，继美国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多间由亚裔经营的按
摩水疗馆发生重大枪击案后，全
美多地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
终结针对亚裔的暴力。 27 日，全
美有约 60 个城市举行抗议集会
活动，包括纽约、旧金山、亚特兰
大、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波
特兰等。

策划各地示威的美国知名
反战组织、“即刻行动制止战争
消除种族主义”联盟（ANSWER
Coalition）代表张茱迪表示，新冠
疫情暴发“这一年来，仇视亚裔
的暴力行为愈来愈激烈”。她称：

“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亚裔人士，
都是骚扰、攻击的受害者。 我们
遭唾弃、辱骂、怒视，人们看到我
们还会躲开。 ”

在旧金山， 数千人走上街
头，这是旧金山湾区迄今为止规
模最大的抗议亚裔仇恨的示威
活动。旧金山警察局长说：“仇恨
是一种病毒。 这就是答案，这便
是疫苗。”他称，该市将成为世界
反仇恨的典范，市长还感谢志愿
者帮助弱势群体。

（据《南方日报》等）

持棒反击暴徒华裔老太捐出近 90 万美元

谢肖珍老人与陈德和夫妇

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已
满一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发表声明，再
次呼吁使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实现疫苗
公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