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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冲
突11日继续，多方呼吁阿、亚两
国遵守停火协议。

亚美尼亚外交部长 11日晚
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定于12
日会晤俄罗斯外长，还将与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
主席国代表开会。

冲突继续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约定当

地时间10日中午12时起在纳卡
地区停火，双方不久后互指违反
协议。

阿塞拜疆外交部 11日指认
亚美尼亚军队彻夜袭击阿塞拜疆
第二大城市甘贾，致使至少 7人
死亡，33人受伤。亚美尼亚方面
予以否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2日报
道，纳卡地区最大城市斯捷潘纳
克特 11日夜间至 12日清晨“相
对平静”。

卫星社驻斯捷潘纳克特记者
说，11日夜晚没有听到空袭警
报，绝大多数当地民众选择在地
下室休息。街灯彻夜熄灭，以增
加利用无人驾驶飞机发动袭击的
难度。12日清晨，空袭警报大约
持续 5分钟，多名目击者证实斯
捷潘纳克特远处传出爆炸声。

阿、亚两国在纳卡地区的冲
突9月27日爆发，持续十多天，导

致上百人死亡，数千人被迫逃离。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

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
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因纳卡归属问题爆发战争。两国
1994年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
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
时有冲突。

再度会谈
阿、亚两国10日互指违反停

火协议以后，多方对纳卡局势表
达关切，呼吁冲突双方遵守停火
协议。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11日说，他

“极度关切”纳卡冲突双方违反停
火协议，敦促双方“全面遵守”停火
协议，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监督
下“立即开展实质性对话”。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1
日与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
尼扬通电话。德国政府发言人斯
特芬?赛贝茨说，德方欢迎阿、亚两
国达成停火协议，呼吁冲突双方立
即停止敌对、开展实质性对话。

亚美尼亚外长佐格拉布?姆
纳察卡尼扬11日晚抵达莫斯科，
定于 12日会晤俄罗斯外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
说，姆纳察卡尼扬与拉夫罗夫的
会面将继续为纳卡冲突降温，为
开展实质性对话创造条件。

包雪琳（新华社特稿）

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并迅速出院
没几天后，特朗普在10月11日声称，
他已经有免疫力了，令美国舆论一片
哗然。

当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采访时，用他一贯的语言风格说，“我
击败了疯狂、恐怖的病毒。”“现在看来
我已经有免疫力了，我不知道，也许有
长期免疫力，也许是短期的。”“也可能
是终身的。没人真正知道，但我现在
有免疫力了。”

大概是怕没说清楚，特朗普随后
又在社交媒体推特的账号上发布，“昨
天经过白宫医生完全彻底鉴定。这意

味着我不会再感染（有免疫力），也不
会传染。获此消息真是高兴！！！”

推特公司的反应是，立即给这则
推文打上警告信息：这则推文含有误
导性，有潜在危害性。

对于推特的警告信息，特朗普在
几个小时之后又发了一则推特：“明晚
佛 罗 里 达 见 。 一 个 大 规 模 的 集
会！”——媒体都认为特朗普宣布自己

“安全”，是急于重返竞选，12日就要去
佛罗里达进行一场竞选连任的演讲。

福克斯新闻11日的一篇报道说，
特朗普这么早就宣布自己不会传染别
人，很多专家对此都表示怀疑，毕竟他
宣布感染病毒也不过是十天前的事
情。而特朗普甚至没有说明，他感染
后什么时候做检测显示是阴性了。

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说，特朗普所
说的“白宫医生的鉴定”，实际上是
指白宫医生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
国疾控中心“目前的标准”，特朗普
不必再被隔离。而且，白宫医生的
声明，并没有说明特朗普的检测结
果是阴性。

该报道还援引专家的分析，认为
从特朗普用药情况看，他当时的情况
应该比较严重，所以按规定应该隔离
20天，特朗普并没有“达标”。至于特
朗普所说的免疫力，则更是“绝对愚昧

之言”，目前只有证据显示，一些病情
并不严重的感染者，在三个月内可能
不会再被感染，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说
明感染者能获得免疫力，更不要说终
身免疫了。

特朗普的表现，自然招致大部分
媒体的批评。很多媒体在报道“特
朗普免疫力”时都指出，他这么做，
既没有尽到一个领导人的责任，更
是对科学的漠视，对公众健康带来
潜在威胁。

实际上在特朗普宣布感染后，白
宫的工作人员包括新闻发言人、特朗
普的顾问，和一些参加白宫活动的参
议员都先后宣布确诊，一些媒体也因
此称特朗普是“超级传播者”，还有媒
体称他是“超级传播总司令”。

《纽约时报》6日刊发托马斯?弗
里德曼的一篇专栏文章，说特朗普一
直想把自己打造成“超人”，但他不是
超人，而是个超级传播者。文章说，他
不仅传播新冠病毒，更传播一系列的有
害思想，特别是在疫情蔓延时，他漠视
专家意见，混淆视听，毫无道德，不计
后果。

如此看来，特朗普宣称的免疫力，
舆论并没有轻信。可能只有他自己和
他的忠实拥趸相信——或许他自己也
不相信。

特朗普的“免疫力”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初步计
票结果12日揭晓，埃莫马利?拉赫
蒙赢得超过九成选票，连续第五次
获胜。这意味着，现年68岁的他
有望超过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
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成为中亚
地区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投票
率为 85.3%，拉赫蒙得票率高达
90.9%。路透社报道，外界选前普
遍预计，在国内缺乏有力对手的
情况下，拉赫蒙将再次掌权7年。

法新社记者选前在塔吉克斯
坦首都杜尚别街头采访，绝大多
数选民表示有意投票给拉赫蒙，
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痛苦的内战之
后保持20多年和平与稳定。

拉赫蒙“经验深厚”，66岁的
选民萨法尔?马拉耶夫说，“和平
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和
平，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好”。

塔吉克斯坦 1991年宣告独
立后，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爆
发，次年陷入内战。拉赫蒙1992
年被推举为国家元首，努力停止
内战，惹恼极端好战分子，一度遇
刺负伤。1997年，和平协议签
署。大约 5万人在战火中丧生，
约100万人沦为难民。

在拉赫蒙领导下，塔吉克斯
坦逐渐走出战争阴霾。他因而深
受民众爱戴，分别于 1994年、
1999年、2006年和 2013年当选
总统。2015年，他被议会授予

“和平与国家统一的缔造者、民族
领袖”称号，2016年修改的宪法
取消其连任限制。

法新社评述，同为苏联加盟
共和国的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
坦相继在选后发生动荡，但塔吉
克斯坦重蹈覆辙的可能性不大。

只是，拉赫蒙及其领导的政
府面临空前挑战。塔吉克斯坦是
高山之国，在中亚五国中自然条
件最差，经济在苏联原加盟共和
国中最为羸弱，正遭受新冠疫情
冲击。

塔吉克斯坦人口大约 950
万，其中超过 100万人在海外务
工，大部分在俄罗斯。IHS马基
特公司预期塔经济今年萎缩 6.5
个百分点。 （新华社）

美国白宫发言人布赖恩?摩根斯顿
11日呼吁，原定15日举行却遭取消的第
二场总统竞选面对面辩论应当重新安
排。白宫医生前一天说，本月初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再
具有传染性。

“总统准备好参加辩论，医疗团队已
准许他参加公共活动，”摩根斯顿当天在
白宫告诉媒体记者，“他们说他不再有传
染的可能性，所以（总统竞选辩论）委员
会应该让辩论重回日程表。”

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特朗普确
诊感染新冠后，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委员
会8日宣布第二场辩论由面对面改为线
上形式，遭特朗普拒绝。后者建议把剩
余两场辩论都推迟一周，但民主党候选
人乔?拜登一方不接受。总统竞选辩论
委员会一天后正式取消原定15日举行的
第二场辩论，说将专注于筹备本月22日
的最后一场辩论。

拜登在特朗普确诊新冠后说，将根据
医学专家建议决定是否与特朗普一起现
身同一公共场合。但他申明，如果特朗
普病毒检测仍呈阳性，“我们不应当举行
辩论”。 （陈丹）

专家认为可能与人口年轻、获得经验以及统计不全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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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蒙“五连庄”
有望成为中亚地区执

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

感染超过700万，死亡超过10万

印度新冠病亡率缘何较低？？
截至 11日，印

度新冠感染病例累
计超过 700万例，
仅次于美国；累计
病亡超过 10万人。
相比其他疫情严重
国家，印度新冠病
亡率较低。

专家分析，印
度新冠病亡率较低
可能与印度人口年
龄结构年轻、获得
治疗经验以及死亡
病例统计不全等因
素有关。

竞选团队“断章取义”
专家不满后特朗普仍不改

白宫要重启第二场
总统竞选面对面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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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新德里街头，民众戴口罩出行 图/人民视觉

人口年轻
法新社援引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报道，
在全球20个疫情最严重国家
中 ，印 度 病 亡 率 最 低 ，为
1.5%，而疫情最为严重的美
国新冠病亡率为2.8%。

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大
国，印度全国 13亿人中，每
10万人当中的死亡病例数为
7.73，美国每 10万人中的死
亡病例数为64.74。

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发展成重症乃至病亡的风险
相对较高。依据联合国世界
人口展望报告，印度人口年
龄中位数为28.4岁。相比之
下，法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42.3岁。法国累计确诊病例

接近72万例，累计病亡超过
3.2万人，病亡率为4.6%。

获得经验
依据印度政府说法，印

度1月30日发现首例新冠确
诊病例，3月中旬累计确诊超
过100例。

那时，新冠疫情已在欧
洲蔓延。意大利当时报告超
过 2.4万例确诊病例和接近
2000例死亡病例，法国报告
接近5500例确诊病例和大约
150例死亡病例。

印度 3月 25日起全国
“封城”，严格限制人员流
动。“封城”举措为印度应对
疫情留出时间。一些专家
认为，那同时可能帮助印度
医护人员向其他国家学习

经验。
全印医学科学院社区医

学教授阿南德?克里希南告
诉法新社记者：“（到那时）许
多治疗方案已经优化稳定，
不论是在用氧还是重症监护
方面。”

统计不全
印度死亡人口没有得到

完 全 统 计 ，尤 其 是 农 村 地
区。印度70%的人口生活在
农村，在那里，除非死在医
院，很多死亡人口不会被记
录。这一问题同样体现在对
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上。

位于班加罗尔的社区医
学专家赫曼特?舍瓦德长期
追踪印度疫情官方数据。舍
瓦德告诉法新社记者，从政

府开展的抗体检测调查结果
来看，印度实际新冠感染人
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10倍，
这也意味着许多死亡病例被
遗漏。

多名疫情相关专家认
为，扩大新冠病毒样本检测
数量、完善死亡人数统计、加
强对可疑死者的尸检，有助
提高印度新冠数据准确性。

此外，病毒学家T?雅各
布?约翰告诉法新社记者，登
革热等病毒性疾病可能给予
印度人某种抗体以抵御新冠
病毒。

另一些专家认为，感染
其他较为温和的冠状病毒可
能让人获得某种交叉免疫，
但上述免疫防护的推测仍需
更多研究。

刘秀玲（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瑞典皇家科学
院 1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
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
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
在拍卖理论与形式研究领域作出
的突出贡献。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分别出
生于 1948年和 1937年，两人目
前均任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
经济学奖两名得主“因改进拍卖
理论和发明新拍卖形式”而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的
声明指出，两名获奖者研究了拍

卖的运作方式，以其深刻的洞察
力，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
品和服务（例如无线电频率）设计
了新的拍卖形式。他们的发现和
研究成果已经使全世界的买方卖
方和纳税人受益。

声明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
委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松的
话说，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从基
础理论开始着手，并将其研究结
果用于实际应用中。这些应用已
遍及全球，他们的发现和研究成
果给社会带来很大益处。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
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2万美
元），两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

因改进拍卖理论和发明新拍卖形式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

促纳卡局势降温 多方继续斡旋

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
重要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11日
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未经许可，截取他数月前的讲话片
段放入竞选广告，断章取义，曲解他
的本意。

这段上周发布的竞选广告时长
30秒，讲述了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
情的应对以及特朗普本人抗击新冠
病毒的经历。广告词说，“特朗普总
统正在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
美国也是如此”。随后，广告出现福
奇“我难以想象还有谁会做得更多”
的讲话画面，似乎给人一种福奇称
赞特朗普疫情应对的印象。

实际上，福奇这句话是他 3月
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谈及联邦
公共卫生官员应对疫情的广泛努力
时所说，并非专指特朗普。

“在将近 50年公共服务生涯
中，我从未公开支持任何政治竞选
人，”福奇 1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段话从我数月前谈及联邦公共
卫生官员（抗疫）努力的一段概括性
陈述中断章取义，未经我许可放进
共和党竞选广告。”

就福奇的抱怨，特朗普竞选团
队公关总监蒂姆?默托回应说，这些
话“准确无误，从福奇博士口中直接
说出来”。特朗普当天也在社交媒
体推特发文，称“这些确实是福奇博
士原话”。

特朗普和福奇就如何应对疫情
看法不一。福奇 9日接受采访时
说，9月26日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仪式是

“超级传播事件”，导致特朗普及夫
人等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福奇认
为，特朗普盛赞他接受一种正在研
发中的新冠疗法，容易引发混乱。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国
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
新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 776.1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21.4万例。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