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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苏黎世动物园23日
说，园内一头名为“鲁瓦尼”的
大象当天早上死于疱疹病毒。
这是这家动物园自6月底以来
死亡的第三头大象。

“鲁瓦尼”是一头5岁母象。
路透社援引园方消息报道，它
因感染象亲内皮疱疹病毒死
亡。这种疱疹病毒具有潜伏性，
可在宿主体内进入休眠状态，
不发作时既没有症状，也难以
经由血检发现，但发作时可在
血液中循环，导致大象出血甚
至死亡。由于目前尚无针对这
种病毒的疫苗，它对圈养和野
生大象，特别是免疫力相对低
的幼年象构成生命威胁。

苏黎世动物园生活着两
个大象家族。此前死亡的两头
亚洲象与“鲁瓦尼”分属不同

家族。它们是2岁公象“乌梅
什”和8岁母象“奥米莎”，先后
于6月底和7月11日死于疱疹
病毒。

园方曾给“鲁瓦尼”注射
抗病毒药物，直至本月22日它
都未出现生病迹象。

园方负责人泽韦林·德
雷森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因这种可怕病毒失去第三头
大象，这是苏黎世动物园的
不幸损失……尤其令人沮丧
的是，大学动物医院提供了
最好的兽医护理，我们却仍
无能为力。”

依照园方说法，工作人员
将继续监测园内其余大象的
健康状况，不过它们的发病风
险较低，目前最年轻的一头大
象现年17岁。 据新华社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塞
米蒂国家公园附近22日下午出
现火情。火势一夜之间迅速蔓
延，发展为加州今年最大的野
火之一，导致周边数千人疏散、
2000余个家庭和企业断电，马
里波萨县进入紧急状态。

据媒体报道，截至23日
晚，这场大火丝毫没有得到控
制。官员们预计可能需要一周
时间才能控制住火势。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这
场大火22日下午始于约塞米
蒂国家公园西南方向，距马里
波萨县中派恩斯镇不远。火势
发展异常迅猛，当晚10时许过
火面积约为17.6平方公里，截
至23日下午，过火面积增至约
48平方公里。

依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
说法，这场大火在“爆炸式”发
展，灭火难度不小。火势“蔓延
得异常快，星星火点很快就连
成一片，发展成熊熊烈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
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国际空间
站在约塞米蒂谷上空可以看到
这场大火，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毗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的谢拉国家林地方面说，超过
400名消防人员在消防直升
机、推土机和其他飞行器帮助
下参与灭火，然而火场条件非
常恶劣，天气干燥炎热，加上
数十年来的严重干旱导致植

被极其干燥，一点就着，增大
了灭火难度。

美国太平洋天然气和电
气公司网站显示，截至22日下
午，当地超过2600个家庭和企
业断电，公司“无法使用受影
响的设备”，尚不清楚何时能
恢复供电。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23
日宣布，受大火影响，马里波
萨县进入紧急状态。

谢拉国家林地发言人丹
尼尔·帕特森说，居住在火场
附近的6000余人23日上午收
到疏散令。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数据
显示，截至23日上午，大火已
烧毁至少10栋民宅和商业建
筑，5栋建筑受损，约2000栋建
筑受到威胁。另外，多条公路
被迫关闭。

目前尚不清楚火灾起因。
据美联社报道，受气候变化影
响，美国西部地区近30年来平
均气温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
干燥，加州近年发生的野火也
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就在这
场大火发生时，消防人员正奋
力扑灭始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内部的另一场大火。那场大火
也是加州今年最大的野火之
一，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延烧
至谢拉国家林地，近20平方公
里森林被毁。截至22日，近80%
的火势得到控制。 据新华社

一向标榜人权，经常借所谓人
权问题、“强迫劳动”等打压别国的
美国，却不时爆出童工问题。多家
外媒22日报道，美国亚拉巴马州一
家工厂雇佣数十名童工。

美国向来自我标榜为“人权灯
塔”，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却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批准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其
严重的童工问题更是这个所谓“灯
塔”的灯下黑。

今年是联合国大会确定的“消除
童工现象国际年”。多年来，国际劳工
组织不断对美国雇佣童工并造成严
重工伤事故表达关切，媒体也多次披
露美国烟草行业雇佣童工问题。

纵观美国历史，童工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出现，包括儿童奴隶和契
约劳役。直至今日，美国还有一些
儿童从8岁起便开始工作，每周劳
作长达72小时。

韩国现代汽车在美工厂
使用童工，最小才12岁

据悉，该工厂位于美国亚拉巴
马州蒙哥马利市附近，为韩国汽车
制造商现代汽车的装配线供应零
部件。

据报道，今年2月，一名来自危
地马拉的移民女孩在亚拉巴马州的
家中失踪。据知情人士称，该工厂雇
用了这个本月刚满14岁的女孩。同

时，她的两个兄弟也都曾在该工厂
工作，一个12岁，一个15岁。女孩的
父亲和警方证实了这种说法。调查
结果显示，女孩为了寻找其他工作
机会，与她的一名同事出走。

该工厂的一位前雇员向媒体表
示，她在离职前的几年间，与大约十
几名未成年人一起轮班工作。另一个
消息源透露，该工厂内的童工数量可
能多达50名，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

随着媒体对女孩失踪事件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以及警察的审查
不断增加，据称这家公司已经解雇
了所有童工。

美国约有50万名农场童
工，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2小时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被曝光存
在雇用童工的问题了。严重的童工
问题是美国这个所谓“灯塔”的灯下
黑。其中，美国烟草行业、农业、日用
品生产线是童工问题的重灾区。

根据有关组织报告，美国约有
50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
子从8岁起开始工作，每周工作时间
长达72小时；童工因农药致癌风险
更是成年人的三倍——美国死亡童
工案件有一半来自农业领域，2003
年至2016年间，美国有237名童工死
于农业事故，是其他行业的四倍。

尤其令人关切的是，美国烟草行
业雇佣童工极为普遍。据一些人权

组织报道，美国多个州存在烟草农
场大量雇佣儿童从事收割和晾晒烟
叶、甚至操作重型机械等情况。烟草
农场对儿童身心健康危害极大，有
报道称，在烟草农场劳动的儿童普
遍感到恶心、头疼，出现尼古丁中毒
现象，甚至被发现肺部受到感染。

国际劳工组织多次点名
美国童工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实施与建
议专家委员会”先后于2012年、2013
年、2014年、2016年、2019年、2020
年、2021年多次就童工问题发表评
论，多次对美国大量18岁以下农场
童工严重工伤事故表示关切。

2014年第103届国际劳工大会
期间，“国际劳工标准实施委员会”
将美国违反第182号公约、即《禁止
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形式的童
工劳动公约》的案件列为重点国别
案件之一上会审查，这是国际劳工
标准常规监督手段中对一国违反
劳工公约最严厉的审查形式。

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尊重和保护
儿童权利、使他们免于从事繁重劳
动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至今仍
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甚至还屡次因严重的童工问题受到
国际劳工组织点名批评，这就是自
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保护”儿童
权利的真相。综合央视新闻 新华社

据俄罗斯《消息报》援引
德国《西方报》报道，德国最大
的连锁食品超市之一埃德卡
22日宣布，它决定将一款名为

“莫斯科”的冰激凌改名为“基
辅”，以示与乌克兰团结一心。

《西方报》提出质疑，超市
经营者的这一举动未必会对
顾客产生什么影响，顾客们只
可能对高物价感到愤怒。

报道称，7月21日传来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名字被
用于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新发现
的一种史前海洋无脊椎动物。动
物学家们表示，这是为了褒扬泽
连斯基的“勇毅与无畏”。

除此之外，自俄罗斯于2
月24日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若干国家的城市开始
出现与乌克兰相关的街道更
名潮，以示对基辅的支持。

据参考消息

意大利安莎社7月23日报
道说，国际联合考古团队近日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塞利农特
挖掘出权杖模具等珍贵文物。
此次考古活动同时确认，塞利
农特古城集市占地面积近3.3
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古代集市。

古希腊殖民地遗迹考古
专家马可尼认为，此次挖掘

成果远超预期，其中一座神
庙地基下断水层的发现还证
实了第一批希腊殖民者在此
定居的假设。

塞利农特位于意大利西西
里岛西南岸，公元前7世纪希腊
殖民者在此建城。考古推测其鼎
盛时期居民人数多达3万，但在
公元前3世纪第一次布匿战争期
间基本被摧毁。 据央视新闻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
共患病，其病原体猴痘病毒
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流
行。1970年，刚果（金）发现首
例人感染猴痘病例。此后，全
球报告的多数病例分布在刚
果（金）、刚果（布）、中非共和
国、尼日利亚、喀麦隆等非洲
国家。

猴痘病毒可通过密切接
触由动物传染给人，虽不易
发生人际传播，但与感染者
密切接触也可能感染。人感
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
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
巴结肿大等，之后可发展为
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
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
但也有感染者会出现严重疾
病甚至死亡。

不过世卫组织指出，在
此次疫情中，一些病例的发
病情况与以往不同，其皮疹
病变局限于生殖器、会阴、肛

周或口周区域，通常不会进
一步扩散，且之后出现与病
变相关的淋巴结病、发热、疼
痛等症状。

世卫组织目前将疫情流
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类，
包括尚未报告或超过21天未
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最
近有猴痘病例输入且发生人
传人的国家和地区；猴痘病
毒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的
国家和地区以及具有诊断、
疫苗和治疗药物制造能力的
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分别为四类国
家和地区给出一系列具体疫
情防控建议，包括建议实施协
调应对措施以阻止疫情传播，
让受影响的社区参与防控，强
化监测和公共卫生措施，加强
医院和诊所的临床管理以及
感染预防和控制，加快对疫
苗、治疗方法和其他工具的使
用研究等。 据新华社

火势迅猛 6000人紧急疏散
美国马里波萨县进入紧急状态

意大利西西里岛塞利农特古城集市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集市

为支持乌克兰
德国超市将“莫斯科”冰激凌改名“基辅”

瑞士苏黎世动物园三头大象
先后死于疱疹病毒

美一工厂雇佣数十名童工
“人权灯塔”竟是灯下黑

全球已报告1.6万例猴痘病例

世卫组织发布
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3
日宣布，目前已在75个国家和地区传
播的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当
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
报，这也意味着目前新冠疫情和猴痘
疫情同时处于这一警报级别。

谭德塞于21日第二次召集世卫
组织紧急委员会开会讨论多国猴痘
疫情，但委员会当时未能就该疫情
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达成共识。但在23日的记者
会上，谭德塞仍决定宣布将猴痘疫
情警报提高至这一最高级别。

谭德塞同时补充说，虽然他宣
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就目前而言，

这是一场集中在男男性行为者，特
别是有多个性伙伴的男性中暴发的
疫情”。因此，可以通过在正确的群
体中采取正确策略来阻止疫情。

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已
有75个国家和地区向该组织报告超
过1.6万例病例，其中5例死亡。世卫
组织当前对疫情的评估是，仅在欧
洲地区属于高风险，此外在全球及
其他所有地区的风险属中等。

而一些专家担心，宣布猴痘疫情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可能在不经意间加剧疫苗之争，导致
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现存的医疗不
平等现象更加严峻。不少富裕国家已
经大量囤积疫苗，尽管这些国家发现
的猴痘病例症状相对轻微。

猴痘疫情何以成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 | 闻 | 分 | 析

警报升级
今年5月初，英国报告出现猴痘确

诊病例，随后更多欧美国家相继报告
猴痘病例，疫情在全球多地快速蔓
延。猴痘先前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
流行。世卫组织专家当月表示，在多
个“非流行国家”出现与疾病流行地
区没有直接旅行联系的猴痘病例，属

“非典型”状况。
6月底，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召开

会议，评估在全球多地暴发的猴痘疫
情。当时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为47
个，病例数约为3040例。委员会最终达
成共识，猴痘疫情暂未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7月21日，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再
次开会讨论猴痘疫情。此时已有75个国
家和地区向世卫组织报告了超过1.6万
例病例，包括5例死亡病例。虽然委员会
最终未达成共识，但谭德塞在23日的记
者会上仍决定宣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强调，委员会只负责向总
干事提供建议和参考，最终决定权在
总干事。

谭德塞介绍，做出这一决定时需考
虑五个因素。首先，各国提供的信息显
示，猴痘病毒已迅速蔓延到许多以前
从没出现过病例的国家；其次，《国际
卫生条例》规定的宣布“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三项标准，猴痘疫情
都已满足；第三，紧急委员会虽未达成
共识，但已为总干事的决定提供支撑；
第四，有关猴痘的科学原则、证据和其
他相关信息目前还不充分，尚存许多
未知数；第五，猴痘对人类健康造成风
险，可能形成国际传播，对国际交通也
有潜在干扰。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病毒正在许多以
前没有报告猴痘病例的国家传播，其中世
卫组织所划分的欧洲地区和美洲地区国
家报告的病例数最多，且病例大多为男男
性行为者，但也包括少数与病例没有已知
流行病学联系的儿童。此外，在以往病例
多发的西非和中非地区，病例数也在显著
增加，其中妇女和儿童居多。

当前，世卫组织对猴痘疫情的评估
是，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在全球及其
他所有地区的风险为中等。

多重考虑 防控建议

一名年仅7岁的男童在印第安纳州一
片田地里采摘草莓。图为美国联合农场工人
工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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