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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签署备忘录 谴责种族歧视

疫情下美国亚裔困境凸显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

一份备忘录，谴责新冠疫情中
亚裔美国人遭受种族歧视的
现象，并要求联邦政府所有部
门和机构采取适当措施以打
击和防止针对亚裔美国人的
种族歧视行为。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以
来，由于人口较少、政治影响
力较低等因素，亚裔在美国社
会中经常遭遇排挤、歧视和霸
凌。美国新政府此次专门签
署针对歧视亚裔美国人行为
的备忘录，凸显疫情背景下这
样的问题更加严重。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与成
年人有何不同？变异新冠病毒会给
儿童带来怎样的影响？人们该如何
采取措施保护小朋友们的安全？世
界卫生组织专家近日以播客形式对
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
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不同
年龄段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表现各
异。大多数人感染新冠病毒后会出
现发热和咳嗽、嗅觉味觉失灵等症
状。但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
的症状往往更轻。

对于全球多地报告发现变异新冠
病毒，范克尔克霍夫表示，病毒变异在
意料之中，很多变异对病毒的传播能力
和所致疾病严重程度没有影响，但有些

“需要关注的病毒变种”值得进一步研
究。她还认为，迄今这些变异新冠病毒
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均未表现出会导

致更严重疾病。研究显示，英国发现
的变异病毒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均表
现出了更强的传播能力，但儿童并没
有比成年人更易感染这种变异病毒。

范克尔克霍夫说，面对新冠疫
情，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预防感
染。具体来说，要确保孩子保持手部
卫生，学会用肥皂和水正确洗手，可
以边唱歌边洗手来保证搓出足够多
的泡沫，做到真正把手洗净，也可使
用含酒精的洗手凝胶；要确保孩子注
意卫生礼仪，比如在弯曲的肘内部咳
嗽和打喷嚏，这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应养成的良好习惯；要确保孩子们遵
循当地卫生部门指导，戴适合其年龄
段的口罩；要用干净的手正确戴口罩
并遮住口鼻，摘掉口罩后也应洗手；
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是防止新冠病
毒传播的好方法。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31日电）

不动用“卡脖子”条款

欧盟与英国疫苗之争缓解
欧洲联盟1月29日晚说，将动用欧盟与英国所签署“脱欧”协议中一项条款，限制疫苗从欧

盟出口至英国。欧英双方领导人通话后，欧盟1月30日缓和立场，不再提及上述条款。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说，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通话
时，将英方与疫苗生产商阿斯利康、辉瑞的合约安排“说
得明明白白”，“冯德莱恩说她了解英国政府的确切立场，
所以我们预计合约将得以履行，疫苗会继续供应”。

戈夫告诉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欧盟意识到了“错误”，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专注于推进疫苗接种”。

欧盟1月29日批准阿斯利康公司与英国牛津大学联
合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附条件上市。阿斯利康是一家英
国和瑞典合资的制药公司。

阿斯利康1月22日说，受产能限制，今年第一季度向欧盟
交付疫苗由原定的8000万剂减至3100万剂。欧盟表达不
满，说数月前就已经向这家药企的4家工厂支付3.36亿欧元。

欧盟1月29日还宣布实施“疫苗出口透明机制”。该
机制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生产疫苗的公司，在向欧盟以
外出口疫苗时，需得到欧盟成员国许可。欧盟解释说，这
一机制不是出口禁令，最早也要到3月底实施，目的是确
保成员国得到他们所订购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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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刊文说，虽然占美国
总人口约5.4%的亚裔常被贴上“模范
少数族裔”的标签，但这一群体实际上
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模
范少数族裔”的说法听上去很好，但这
种标签其实是一种“种族屏障”，把亚
裔与其他有色族裔区分开，只会助长
美国社会对亚裔的“隐形歧视”。

去年10月，美国司法部起诉耶鲁
大学，指控该校在本科招生过程中歧

视亚裔申请者，把种族身份作为“招生
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违反了美国《民
权法》。另一所名校哈佛大学也被批
评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视亚裔。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一篇文章曾
用“被白人排挤，被其他有色族裔敌
视”来描述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
文章说，亚裔一方面被白人认为“不够
白”，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数族裔视为

“白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

《今日美国报》去年10月曾报道，在
旧金山，亚裔美国人在新冠疫情中的病亡
率是当地所有族裔中最高的。由于亚裔
在美国社会给人以“资金充裕、身体健康
且活跃于上层社会”的印象，因而美国政
府向来忽视对亚裔群体在住房、就业、医
疗等福利上的考量，疫情期间更是未能在
检测、救护等方面提供充分帮助。

旧金山非营利组织“东南亚发展中
心”执行主任朱迪·扬说：“亚裔往往面

临语言障碍，而且社区很小。所以当我
们遇到问题时，这座城市压根注意不到
我们。”

《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将针对亚裔
的种族主义问题称为“精神瘟疫”，并
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轮新的种族
主义浪潮可能使美国倒退到‘黄祸’时
代，即认为亚洲移民是对西方人工作
机会和西方文明的威胁。”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我从未感受过这种程度的敌意。”
生活在纽约的亚裔美国人金伯利·哈日
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说，她最近
在纽约街头行走时，一名陌生人朝她大
喊“滚出这个国家”，还有一些人因为她
的亚裔面孔而显得怒气冲冲。

金伯利·哈的遭遇是亚裔群体当下
在美国社会处境艰难的一个缩影。多
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士告诉记

者，疫情暴发以来，他们明显感觉遭受
种族歧视，因此而产生孤立无援的恐
慌，感觉自身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

美国一些政客在疫情暴发后，为了
政治私利而肆意甩锅推责，煽动和助长
排外情绪，令亚裔的处境雪上加霜。美
国华裔联邦众议员孟昭文指出，一些政
客的言论“可憎且不负责任”，导致了更
多针对亚裔的威胁和袭击。

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
在去年3月至10月间收到2800多份关
于亚裔遭遇歧视和仇恨事件的报告。
报告显示，从口头骚扰到网络霸凌，再
到暴力袭击，亚裔美国人受到形形色色
的威胁和仇视。

比如，2020年2月，洛杉矶一名16
岁亚裔男孩在学校被诬称为“病毒携带
者”遭到殴打。4月5日，纽约市布鲁克

林区一名亚裔女性在家门口倒垃圾时，
遭到种族主义分子泼洒不明化学液体
攻击，导致其上半身、面部和手部严重
烧伤。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指出，
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在全美
呈现上升趋势。联合国去年10月发布
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美国针对亚裔的仇
恨犯罪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亚裔遭遇更多威胁仇视

被贴标签助长“隐形歧视”

国际
观察

变异新冠病毒对儿童有哪些影响

在欧英领导人通话后，欧盟方面于1月30日
修改先前发布的文件，不再提及“脱欧”协议中的
第16条，即“北爱尔兰协定”。

依照欧盟与英国签署的“脱欧”协议，货物在
欧盟国家爱尔兰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边界自由流
通。而如果英欧任何一方在紧急情况下触发协议
第16条，在这一边界将实行出口限制。

在欧盟1月29日发表声明、说将动用第16条
后，爱尔兰和英国均表达不满。爱尔兰欧洲事务部
长托马斯·伯恩说，欧盟先前没有就此声明内容与
爱尔兰方面磋商。“这种条款在一般的贸易协议中
是正常的，但是考虑到北爱尔兰的情况，它明显会
影响到政治局面。”

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与北爱各党派1998年
签署北爱和平协议，结束持续约30年的流血冲
突。该协议规定英爱双方人员和货物自由往来。
为继续维持爱尔兰岛和平，“脱欧”协议规定，欧盟
与英国在爱尔兰岛不设硬边界。

欧盟1月29日晚的强硬声明被视为
“疫苗保卫战”的一次出击。在疫苗接种
方面，欧盟进度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按
照美联社说法，欧盟怀疑阿斯利康将其在
欧盟境内生产的疫苗优先供应英国，另一
方面，欧盟希望位于英国的两家阿斯利康
疫苗工厂向欧盟供应疫苗。

欧盟的“疫苗出口透明机制”或许会
影响英国获得另一款疫苗，即美国辉瑞制
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生产
的疫苗。英国正在使用辉瑞和阿斯利康
两款疫苗。辉瑞向英国供应的疫苗产自
其位于比利时的一家工厂。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
尔1月31日告诉德国《世界报》，如果制药
公司不履行合约，德国政府考虑提起诉
讼。“没有公司可以偏向。”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不卡脖子”BB 敦促履约CC

在黎巴嫩贝鲁特一家医院，一名儿童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未婚妻
卡丽·西蒙兹在生娃9个月后开始工作，
出任一家动物保护机构的公关负责人。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30日报
道，西蒙兹最初在唐宁街10号家中工
作。她的母亲已经入住唐宁街10号，
据猜测是帮忙照看西蒙兹和约翰逊去
年4月出生的儿子威尔弗雷德。

西蒙兹任职的阿斯皮诺尔基金会
总部设在肯特郡，致力保护濒危动物

以及野化圈养动物。基金会掌门人达
米安·阿斯皮诺尔说：“西蒙兹是充满
热情的野生生物保护者，她的能量和
专业知识将成为我们的巨大财富。”

西蒙兹现年32岁，2019年年底
与约翰逊订婚，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
与英国领导人公开同居的未婚伴侣。

西蒙兹生产前曾在世界海洋保护
组织工作过两年，还曾担任保守党公
关负责人。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首相未婚妻产后9个月开工

一名护士成为今年瑞典哥德堡
电影节唯一的现场观众。她在30日
乘船抵达一座孤岛，接下来一周内将
住在岛上灯塔内，独自欣赏60部展
映影片。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名护士名
为莉萨·恩罗特，为抗击新冠疫情在一
线工作，渴望有一周时间享受“完全不
同的现实”，因此报名电影节观影活动。

受疫情影响，哥德堡电影节今年
所有参展影片将在线上播出，仅召集
一名现场观众在瑞典西部小岛哈姆内

谢尔上独自观影一周。在岛上期间，
这名观众将独自居住在一座灯塔内，
不能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也不能
读书或有其他消遣。

恩罗特从1.2万名影迷中脱颖而
出。她在应征信件中写道：“风、海、可
能有一个星期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
实的一部分，这太吸引人。”

恩罗特住在瑞典中南部城市舍夫
德，是当地电影俱乐部成员。她将用
视频记录在岛上的每一天。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瑞典护士孤岛独享电影节展映

1月30日，谷爱凌赛后展示两金一铜奖牌。
当日，在美国阿斯彭进行的2021世界极限运动会X Games冬季赛女子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再夺一金，最终以两金一铜的
成绩完成她的首次X Games征程。 新华社/美联

自由式滑雪——

世界极限运动会：谷爱凌获两金一铜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遭弹
劾一案最早将于2月9日开始审理。
美国媒体1月31日报道，5名律师已
经离开特朗普辩护团队。

布奇·鲍尔斯和德博拉·巴比尔原
定担任特朗普辩护团队的首席律师，
其中鲍尔斯是律师团队组建者。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以熟悉内情人士为消
息源报道，两人共同决定离开辩护团
队。另一消息源说，辩护团队还有三
名律师也已离开。

除了这5名律师，先前没有其他
人宣布将为特朗普遭弹劾一案辩护。

一名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辩护
思路与律师团队不一致。特朗普认为

应从总统选举过程存在广泛欺诈行为
这一角度入手，主张自己是选举欺诈
的受害者。律师团队则认为辩护应侧
重于质疑对卸任后的总统发动弹劾这
一做法本身的合法性，而特朗普不愿
与律师团体讨论这一辩护思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特朗普
方面没有提前向这5名律师支付酬
劳，也没有与他们签署意向书。尚不
清楚谁将代表特朗普出席本次弹劾案
庭审。路透社说，特朗普第一次受弹
劾时为他辩护的时任白宫律师帕特·
西波隆和帕特里克·菲尔宾预计不会
加入此次弹劾案的辩护团队。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弹劾案5名辩护律师退出团队

受新冠疫情冲击，日本一家有大
约230年历史的饭馆1月31日被迫
关张。

这家日式饭馆名为“川甚”，位于
东京葛饰区，创立于1790年。这家饭
馆是日本知名影片《寅次郎的故事》拍
摄地点之一，还出现在日本文学家夏
目漱石的小说中。

许多当地人和游客都曾光顾川
甚。不过，饭馆的经营受疫情影响严

重，营业额减至常年的两成，店主设法
削减成本和寻求融资，但最终无法走
出经营困境，去年12月作出停业决定。

日本媒体报道，最后一天营业时，
店里座无虚席，许多人在店门前拍照
留念。一名30多岁的男子说，他小时
候住在附近，与家人多次来这家饭馆
吃饭，“它理所当然应该在这里，现在
却要关了，让人难以相信”。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知名影片拍摄地 日本230年老店关张

1月30日，冬泳爱好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哈里特湖中游泳。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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