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已致2人死亡
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

据墨西哥民防部的消息，目前
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

据美联社报道，科阿尔科曼市
部分建筑受损严重。这一地区包括
学校和医院在内的数十座建筑物受
到损坏。“地震开始时很缓慢，然后
非常强烈，持续不断，直至开始减
弱，”16 岁的市民卡拉·卡德纳斯
说，酒店和沿街一些房屋的墙壁出
现裂缝，外墙和屋顶部分已经断裂。

地震发生后，米却肯州的电话
和网络通信服务中断了约30分钟。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
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社交媒体
上说，科利马州曼萨尼约市一家购物
中心墙壁坍塌，造成一人死亡。地震
还造成米却肯州几家医院受损，其中
一家医院内有人被掉落的玻璃砸伤。

地震发生时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震感强烈。为保障安全，墨西哥城国际
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包括飞机起降
跑道都进行了快速检修评估，以确保
达到飞机安全起降要求，随后机场跑
道重新开放，至少有10趟航班延误。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
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墨西哥城尚
无重大损失报告。不过，按墨西哥国
家电力公司说法，在距震中约 400
公里的墨西哥城罗马区，120 万用
户受到断电影响。

演习后突发真地震
正值两场大地震纪念日

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发生
8.1级地震，导致墨西哥城三分之一
建筑物被毁，约一万人丧生。2017
年 9 月 19 日，墨西哥发生 7.1 级地
震，导致超过300人丧生。

此次地震正值上述两场大地震
纪念日。当天 12 时左右，首都墨西
哥城开始举行地震演习。

墨西哥城市民温贝托·加尔萨
说，地震警报在演习不久后响起，因
而他一度不确定这是否是真的。

“我以为我会心脏病发作！”墨
西哥城市民加芙列拉·拉米雷斯说，

“这个地区非常脆弱，不少在 2017
年地震中受损的建筑尚未修复，所

以担心再次遭受地震冲击后情况会
更加严重。”

尽管刚刚进行了地震演习，当
地震真正发生时，人们仍然惊恐不
已。人们在街边拥抱、哭泣，庆幸自
己逃过一劫。

地震亲历者莫拉雷斯说：刚进行
过一场虚拟的地震演习，紧接着就来
一场真正的地震，这真的太吓人了。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
厄尔说，这是9月19日这天墨西哥发
生的第三次地震，“仅是一个巧合”。

太平洋沿岸启动海啸预警
海平面水位上升

地震也激活了墨西哥太平洋沿
岸 4 个州的海啸预警，包括科利马
州、米却肯州、哈利斯科州以及格雷

罗州。各州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可能
发生的灾害。

在震中地区附近，墨西哥西部
太平洋沿岸的科利马州的曼萨尼约
市相关部门在启动了海啸预警后，
于当地时间15时54分监测到海平
面水位上升，但是没有形成海啸。根
据测量，海平面水位上升了 124 厘
米。当地民防局要求附近居民远离
海滩，做好应对海啸的准备。

受地震影响，墨西哥科利马州、
阿瓜斯卡连特斯州、哈利斯科州、格雷
罗州以及莫雷洛斯州5个州宣布停
课。目前暂定19日和20日全学段停
课，相关部门将对区域内学校等公共
建筑物进行受损情况评估，以判断其
结构强度是否符合安全使用的标准。

美国海啸预警部门说，震中约
300公里范围内海岸可能发生海啸。

出现火山活动迹象
气象中心发布黄色预警

根 据 墨 西 哥 国 家 气 象 中 心
（SMN）发布的特别预警，在地震过
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东南方向
约 65 公里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以
及位于科利马州的另一处火山都出
现了活动迹象，喷出了一些气体。

目前，墨西哥国家气象中心正
密切观察火山的活动情况，并且发
布了火山黄色预警。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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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9日，根据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美
东时间当天17时23分，美国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累计达95693729例，累
计死亡 1053777 例。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政府消极抗疫、罔顾科学
事实，错失抗疫的最佳时机，导致疫
情一发不可收拾。而随着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的推进，政府对疫情的管
控变得愈加松懈，导致美国至今日
均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居高不下。

同时，随着学界对“长新冠”的
认识不断加深，人们逐渐了解到，新
冠患者在染病后持续不断的病痛和
后遗症，给患者个人及社会整体带
来了极大的伤害。美国舆论指出，

“长新冠”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致
残事件”，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正在导
致悲剧持续上演。

近400万人
因“长新冠”离开工作岗位

所谓“长新冠”，一般是指新冠
患者在感染病毒3个月后仍存在疲
劳、呼吸急促、头晕、注意力难以集

中、嗅觉或味觉丧失等症状，并持续
2个月以上。

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CDC）还发现，感染新冠病毒的
患者进一步出现心脏病、呼吸道疾
病、肾病和糖尿病等长期慢性病的
可能性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新
冠患者出现肺栓塞的可能性大约是
普通人的2倍。

另据布鲁金斯学会日前公布的
一份报告，美国目前有约1600万18
岁至 65 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正在忍
受着“长新冠”的折磨，其中有多达
400万人因为患有“长新冠”或者需
要照顾受“长新冠”困扰的亲友而被
迫离开工作岗位。

经济损失达上千亿美元

“长新冠”问题在美国社会大范
围出现，给社会整体运行造成了极
大的冲击。

据布鲁金斯学会估计，“长新
冠”导致的直接工资损失在1680亿
美元至2300亿美元之间，这超过了
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如果

将工作效率降低导致的经济损失、
为治疗“长新冠”所需的医疗费用以
及生活质量下滑等计算在内，年均
经济损失将再增加5440亿美元。

与此同时，有研究发现，新冠疫
苗对于阻断“长新冠”症状的有效率
仅为 15%，这意味着随着新冠病毒
仍在美国继续传播，直接经济损失
将不断上升。布鲁金斯学会估计，按
照“长新冠”患者数量每年递增10%
的速度计算，10年后年均经济损失
将达到5000亿美元。

舆论批评美国政府不作为

《时代》周刊报道，专家称“长新
冠”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致残事件”，
而美国政府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前，“长新冠”给美国民众的
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严重扰乱
劳动力市场，给经济造成了极大的
冲击。“长新冠”患者、活动家查理·
麦科恩直言，“长新冠”在美国已经
演变为一场“大型致残事件”，如果
社会不对此加以重视，“长新冠”将
持续导致劳动力流失。

在医学专家和活动人士的施压
下，美国白宫于今年 8 月启动了一
项针对“长新冠”的全国性调研项
目，美国国会也为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拨款11.5亿美元，要求其对“长
新冠”展开研究。

然而舆论对此并不看好，认为美
国政府的表态是“口惠而实不至”。布
鲁金斯学会就在报告中指出，这些拨
款条件严苛，下发速度缓慢，与此同
时，美国政府在此类项目中的以往表
现，让人们很难相信美国研究机构能
够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投入研究。以
2021年为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
研究同类型病毒感染后遗症所实际
获得的资金仅为2000万美元。

对于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中一
贯的消极态度，尤其是在“长新冠”
问题上默许甚至刻意掩盖问题，大
量民众和专家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数据分析专家汉娜·戴维斯在确诊
新冠肺炎后开始致力于研究“长新
冠”相关数据。戴维斯表示，国会议
员和卫生官员们完全清楚“长新冠”
的严重性，然而他们似乎对公众有
意隐瞒。 据央视新闻

俄罗斯外交部19日说，俄方
已准备好与美方讨论交换在押人
员事宜，但美国驻俄大使馆迄今未
通过外交渠道与俄方保持沟通。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
哈罗娃当天在社交媒体“电报”发
文说，俄方多次声明已准备好与
美方谈论“换囚”事宜，但美国驻
俄大使馆“没有履行应尽职责”，
却忙着和媒体打交道。

俄方多次表示，美方借助“扩
音器外交”无助“换囚”谈判，敦促美

方与俄方直接会谈。针对俄方上述
说法，美国大使馆尚未作出回应。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美国政府希望实现“一换
二”，即释放在美监禁的俄军火
商维克托·布特，以换取在俄被
监禁的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布
兰妮·格里纳和海军陆战队前队
员保罗·惠兰获释。俄方则打算

“二换二”，争取再释放一名俄公
民瓦季姆·克拉西科夫。

据新华社

应英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
礼。

当地时间18日下午，王岐山
前往英国议会大厦，参加女王遗
体告别仪式。19 日上午，王岐山
与各国元首、王室成员、政府代表
共同出席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
行的女王国葬仪式。

王岐山向英方表示，值此伊
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英国举国
悲痛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委派我
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到伦敦出席女
王葬礼，充分体现出习近平主席、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英国王室、政
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伊丽莎白
二世女王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
君主，她见证时代变迁，是英国国
家精神和凝聚力的象征，深受英

国人民爱戴，为中英关系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谨向查尔斯三世国
王转达习近平主席及中国政府和
人民对女王逝世的哀悼，向英国
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

查尔斯三世国王向中方转达
口信，感谢和欢迎王岐山副主席
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来英国
参加女王葬礼。英国王室非常珍
视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重视英
中关系发展，希望今后能够继续
同中方开展在可持续发展及其他
各领域的合作。

英国副首相科菲代表英国政
府感谢王岐山专程参加女王葬
礼。女王陛下生前一贯重视英中
关系。英国新一届政府各项工作
正在展开，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
强在经贸、环保、气变及多边事务
等领域的合作。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王毅祝贺博士将迎来百岁诞
辰，表示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好朋友，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
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方赞
赏博士始终对华友好，对中美关
系抱有信心。希望博士继续发挥
独特重要作用，助力两国关系早
日重回正轨。

王毅表示，今年是尼克松总统
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
中美应该认真总结好50年交往的
有益经验。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
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既是中美关系50年经验的积累，
也是下一步发展应共同遵循的基
本原则。拜登总统也作出“四不一
无意”的承诺，但美方的所作所为
却与此背道而驰。美方出于错误的
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
对手和长期挑战，一些人甚至把中
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绘成失败的
叙事，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
自己。博士曾警示，中美关系已经
处在“冷战的山脚”。中美之间爆发

“新冷战”，不仅对中美、对全世界

都将是灾难。美方应回归理性务实
的对华政策，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的正轨，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

王毅强调，当务之急是妥善
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将对中美关
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佩洛西众议
长窜访台湾地区、美参议院审议

《台湾政策法案》、有关协防台湾
的言论，都严重挑战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政
治基础。实现和平统一是我们的
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
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
减。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
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
决心。如果触犯《反分裂国家法》，
中方必将依法采取坚决行动，捍
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
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方
就应认认真真回归一个中国本
义，明明白白反对和制止“台独”。

基辛格回顾了当年同中国领
导人达成“上海公报”的历史经
纬，表示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对
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中之间
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打造和平
共处的双边关系。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9月19日，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在伦敦
举行。

据报道，这是自前首相丘吉
尔1965年去世后，英国时隔近60
年再次举行高规格国葬。葬礼当

天，部分商业设施、邮局、超市等
停业，学校停课。

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
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

据央视新闻

以色列外交部 19 日宣布任
命伊丽特·莉莲为该国驻土耳其
大使。这是自2018年两国关系紧
张、土耳其政府驱逐以色列驻土
大使后，以方首度任命驻土大使。

莉莲于 1986 年加入以色列
外交部，过去两年担任以色列驻
土使馆临时代办。媒体分析认为，
她在近来以土关系回暖中发挥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

2010年，以军拦截一艘向加
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运送援助物资
的土耳其船只，造成10名土耳其
人丧生。土方随后召回驻以大使，
以土关系陷入低谷，直至2016年
才实现正常化。

2018 年 5 月，美国驻以色列
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

冷，激化巴以冲突，导致大量巴勒
斯坦人死伤。土方召回驻以大使，
并驱逐以方大使，以示抗议。以色
列宣布驱逐土耳其驻耶路撒冷总
领事，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去年 6 月，时任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下台后，以土
关系趋于缓和。今年3月，两国总
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
晤。8月17日，以方宣布与土耳其
恢复外交关系。

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
德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定于 20 日在美国
纽 约 出 席 联 合 国 大 会 期 间 会
面。双方期待此次领导人会晤
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改善。

据新华社

史上同一天三次强震
“仅是一个巧合”

忽视“大型致残事件”
美政府面对“长新冠”不作为遭猛批

1985年9月19日，8.1级地震
2017年9月19日，7.1级地震

2022年9月19日，7.7级地震

墨西哥

级

地震
墨西哥西部米却肯州19日下午发生7.7级地震，墨西哥境内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导致人员伤亡、建筑受损。

地震发生时，首都墨西哥城正在举行防震演习，纪念墨西哥史上发生在9月19日这天的两次大地震。
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地震发生于13时5分（北京时间20日2时5分），震中位于米却肯州科阿尔科

曼市以南63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国家地震局早些时候测定此次震级为7.4级，随后更新为7.7级。
墨国家地震局数据显示，此次强震引发数十次余震，最大强度为5.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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