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蝗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
破坏力的迁徙性害虫之一，每天可以
随风飞行150公里，存活时间3个月左
右。据悉，占地一平方公里的蝗虫群
一天可吃掉3.5万人的口粮。

近几个月来，沙漠蝗虫侵袭东
非，破坏庄稼和牧草，部分受灾地区
原本就因干旱和武装冲突粮食短缺，
沙漠蝗虫的肆虐加剧了这些地区的
粮食短缺问题。

蝗灾同样波及了东非以外地区。
联合国粮农组织说，红海两岸蝗灾规模
继续扩大，向邻近地区蔓延，目前已影响
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和伊朗。巴基
斯坦也因蝗灾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进
入灭蝗国家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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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26日，巴基
斯坦和格鲁吉亚首次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病例，丹麦27日报告首例
感染病例。此外，韩国、日本、科威特
等国报告的病例数继续增加。

巴基斯坦负责国家卫生服务的
总理特别助理扎法尔·米尔扎26日
说，巴基斯坦出现2例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两人均有伊朗旅行史。这是
该国首次出现确诊病例。

格鲁吉亚卫生部长季卡拉泽26
日说，该国当天确诊首例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50岁的格鲁

吉亚男性公民，目前已在第比利斯
传染病医院治疗。他有伊朗旅行
史，25日回到格鲁吉亚。

丹麦国家卫生局27日发布公报
说，该国确诊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患病男子24日与家人从意
大利滑雪回到丹麦，此后出现了咳
嗽和发热等症状。26日，丹麦国立
血清研究所对该男子一家 3口采
样分析后发现男子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但他的妻子和儿子均为阴
性。由于目前该男子病症较轻，医
院同意其出院，但这一家人必须居
家隔离2周。

还有一些国家的病例数继续增
加。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7日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7日
9时至16时，韩国新增171例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全
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766例，死亡
病例共13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115例发生在
大邱市，其余分散在庆尚北道、京畿
道、忠清南道等地。除死亡病例和治
愈出院者以外，目前韩国有1727名
确诊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还有
25568人正在接受病毒检测。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6日报道，

在日本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
已升至894例，其中包括“钻石公主”
号邮轮上的705例。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26日要求，今后两周左右的时间
里中止或者延期举行大规模体育和
文化活动，日本国立博物馆、国立剧
场等也宣布休馆或者停止演出活动。

美国26日报告首例感染源不明
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当天说，加利福尼亚
州确诊的一名感染者既没有相关旅
行史，也未接触过已知病例，这可能
是新冠病毒在美国社区传播的首个
例证。美国现有在国内确诊的病例

15例，另有45例确诊病例是从国外
回美人员。

科威特卫生部26日说，科威特
自几天前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以来，确诊病例数已升至26例。

黎巴嫩卫生部26日说，当天确
诊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目前在位于贝鲁特的拉菲克·
哈里里大学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澳大利亚卫生部26日说，澳累
计确诊病例为23例，其中较早确诊
的15例病例已全部治愈，还有8例
是近期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回澳
的澳大利亚乘客。

三国首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韩日等国病例数继续增加 韩国增至1766例

新华社日内瓦2月26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疫情
简报会上说，全球疫情形势中有
一些积极信号，说明病毒可以被
控制，但各国仍需加强防控，要
努力避免疫情出现更大规模的
传播。

谭德塞在简报会上再次介绍了

赴中国专家组的一些认识，如中国
疫情在1月23日至2月2日期间达
到顶峰，此后一直在稳步下降；病毒
未发生明显变异；中国防控疫情的
措施避免了本可能出现的大量病例
等。他表示，这些情况说明“这种病
毒可以被控制”。

关于全球疫情，谭德塞说，在意
大利、伊朗、韩国等地增长的病例数

让人担忧，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如已
发现病例的国家中有14个超过一周
未报告新病例，有9个国家超过两周
未报告新病例。

谭德塞还在简报会上说：“昨
天，中国以外报告的新增病例数
首次超过了中国的新增病例数。”
世卫组织当地时间26日公布的相
关数据中，中国以外日新增病例

数为459例，中国日新增病例数为
412例。

谭德塞说，一些人在讨论疫情
是否构成全球性大流行，但是“我
们在仔细和清晰地分析事实之
前，不应急于宣布大流行”。因为
这样做没有明显好处，却可能增
加一些方面的风险，如放大不必
要、不合理的恐惧和污名，并影响

一些系统运行。
他也呼吁各国为潜在的大流行

做好准备，相关措施包括尽早检测
病例、隔离患者、追踪接触者、提供
高质量的临床护理、防控医院内传
播、防控社区传播等。

谭德塞还感谢了多个国家、比
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组织在
应对疫情方面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病毒可以被控制 各国需加强防控

蝗灾肆虐多国 大自然敲响警钟

近几个月来，多国遭受蝗灾。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这次蝗
灾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从西亚至南
亚的 20 多个国家，受灾面积总计
16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非洲之角
最为严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4日发布的
最新情况报告，在非洲之角，特别是
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情况
令人极为担忧，沙漠蝗虫在这片区

域广泛繁殖，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将
形成新的种群。20日至21日，受强
季风影响，大量蝗群抵达海湾地区
沿岸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伊朗
西南海岸。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
洛科克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
主任比斯利25日共同呼吁国际社会
提供更多资金，以应对正在肆虐的蝗

虫灾害。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

25日表示，蝗虫继续在东非地区肆
虐，导致应对成本已经翻番，达到1.38
亿美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
说，仅应对蝗灾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其
成本就将比目前阻止蝗灾扩大的成本
高出至少15倍。

沙漠蝗虫在其跨境迁徙中吞噬
了数百万公顷的植被，加剧了受灾地

区本已脆弱的粮食安全状况，非洲之
角国家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陷入粮
食危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沙漠蝗虫信息
处表示，随着4月初新蝗群的出现，
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控制，到今年6
月沙漠蝗虫的数量可能会增长500
倍，并有可能继续蔓延到非洲和亚洲
的30个国家。

多国遭遇的沙漠蝗虫灾害已持续数月，其影响仍在继续扩大。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5日说，沙漠蝗虫灾害已蔓延至刚果（金），这是1944年以来，蝗灾首次袭击
这个中非国家。面对肆虐的蝗灾，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应对。

面对蝗灾，国际社会需采取有力措施共同应对，同时要认识到气候变化在这一
自然灾害背后的“推手”作用。分析人士指出，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本月闭
幕的非盟峰会上说，影响非洲许多地
区的蝗虫数量和规模是空前的，气候
变化是加剧蝗虫危机的重要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东非地区常年干
旱，但2019年是异常潮湿的一年，印
度洋的温暖水域产生了大量热带气

旋，造成大量降雨，这为蝗虫繁殖创造
了“特殊”条件。海洋变暖，部分由一
种被称为“印度洋偶极子”的现象导
致；同时也归因于与全球气候变暖有
关的海洋温度上升。

此外，近期的飓风也是导致此次
蝗灾的一个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过

去10年里印度洋上的飓风活动越来
越频繁。

蝗灾对受灾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
计构成了威胁。若得不到及时有效控
制，有可能演变为区域性蝗灾，进而导
致更严重的庄稼被破坏等问题。国际
社会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应对蝗

灾，避免人道主义危机。
与此同时，此次蝗灾还向人类再

次敲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警钟。各国
要提高警惕，不能抱有事不关己的侥
幸心态，更不能忽视气候变化这一“背
后推手”的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蝗灾席卷20多个国家

再次敲响应对气候变化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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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组织向中国驻美使馆
递交公开信

声援华人群体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记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戴维·伯恩
斯坦26日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递交公开信，声
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华人群体，反对排华情
绪和辱华言论。

这封公开信由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
87家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信中说：“我们深知在
此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可能迅速演变为恐慌，导致
无辜人士受到排斥和歧视。我们承诺将共同努
力，确保你们感到安全，得到支持，并共同反击社
交媒体上的辱华言论。我们从各自的历史了解
到，如任由恐惧情绪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

崔天凯表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历史上都
曾历经困苦磨难，却从未屈服，彼此声援支持。他
感谢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组织在目前这
一关键时刻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坚定支持和亲
切慰问。

伯恩斯坦对新华社记者说，二战期间中国展
现出极大的道义、勇气，同意处于漂泊中的犹太难
民进入上海居住，中国在犹太人群体的求存和发
展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犹太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段
历史。在美国的犹太人组织希望通过这封信向目
前处于关键时刻的华人朋友们传递友谊，并将时
刻支持需要帮助的华人朋友们。

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
在美国犹太人群体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尼日利亚拉沙热
致103人死亡

新华社阿克拉2月26日电（记者许正 郭骏）阿
布贾消息：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25日说，截至25
日，该国近期暴发的拉沙热疫情已导致103人死亡。

该部门说，感染拉沙热患者的死亡率为
17.6%，低于去年同期的21.1%。

目前，拉沙热已经影响尼日利亚至少26个州。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

出血热，多在西非国家流行。该病通过老鼠等啮
齿动物排泄物及患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潜伏期
为6天到21天，主要症状为发烧、头痛、喉咙痛、
腹泻、咳嗽等，严重时致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 据美国媒体报
道，莫尔森·库尔斯啤酒酿造公司位于美国东北部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厂区当地时间26日下午
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枪手随后自杀身亡。

当天下午4时左右，密尔沃基市警方在社交媒
体上说，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致命事件”，事发区域
和相邻道路被关闭。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执法官员的话报道说，
初步调查表明，枪手是这家公司员工，当天早些时候
被解雇，随后携枪返回公司，枪击多人后自杀。

美国一啤酒公司发生枪击案
造成6人死亡

救援人员在枪击案发生地工作。 新华社/路透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出

2020年十大突破性技术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记者周舟）全球

知名科技评论期刊《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6日
发布2020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量子霸权、人
工智能筛选分子、数字货币、超个性化药物等入选。

今年榜单中两项技术与量子科学有关。其
中，美国谷歌公司领衔的团队于2019年10月宣
称成功演示“量子霸权”，使一个包含53个有效量
子比特的处理器花费约200秒完成当前最强超级
计算机1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尽管美国国
际商用机器（IBM）公司对谷歌的说法提出了质
疑，但这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占据2个席位，表现出向
实用化和小型化发展的趋势。2019年9月，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和一家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公司——
因西利科医药公司通过合成人工智能算法发现多
种候选药物，具有速度快和成本低等特点。而微
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设备无需与云端交互就能
实现智能化操作，有望使医学影像分析、自动驾
驶汽车等新应用成为可能，还有利于保护隐私。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研究团队为患有独特基
因突变引发疾病的小女孩米拉·马科韦茨量身定
做了一款药物，证明超个性化药物能为治疗罕见
病提供新的可能性。

入选十大突破性技术的还有：荷兰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团队正在利用量子技术建设的防黑客互联网；
5年内有望上市的多个新型抗衰老药物；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正在建造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美国脸书
公司推出的基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货币“天秤币”；
可在人口普查中更好保护公民隐私的“差分隐私”
技术和可更加准确判别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方法。

自2001年起，《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每年
发布“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关注技术的商业应
用潜力以及对人类社会和生活的重大影响，被认
为是投资和技术应用领域的风向标。

新华社德黑兰 2 月 27 日电
（记者陈霖）伊朗负责女性和家
庭事务的女副总统玛苏梅·埃卜
特卡尔 27 日被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负责人法
丽巴·埃卜特哈杰当天说，埃卜特卡
尔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目

前正在家中接受治疗。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国家安

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穆杰塔
巴·宗努尔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宗努尔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表
示，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并
已被隔离。他同时呼吁伊朗人民
保持冷静，“我们国家十分有希望

战胜新冠病毒”。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

息中心主任扎汉普尔 27 日宣
布，截至当天上午，伊朗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升至 245 例，死亡 26
例。他说，目前伊朗全国已有 7
个病毒检测中心，预计下周将增
至22个。

伊朗一副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