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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针对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近期在
播出节目时称，中国人应该就新
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该言论荒谬可笑，充
分暴露其对中国的傲慢、偏见和
无知。“中国道歉论”毫无根据、毫
无道理。

赵立坚说，疫病是人类的公
敌，各国患病的人都是受害者。

当前，世界各国人民正在努力携
手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
卫生组织多次表示，污名化比病
毒本身更危险。“在这个时候，个
别人和媒体散布这种毫无逻辑的
言论，居心何在？”

他说，目前病毒源自何处，尚
无定论。无论病毒源自哪里，中
国同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一样，
都是病毒的受害者，都面临阻击
疫情蔓延的挑战。“2009 年美国

爆发的H1N1流感蔓延到214个国
家 和 地 区 ，当 年 就 导 致 至 少
18449 人死亡，谁要求美国道歉
了吗？”

赵立坚表示，中国抗疫体现了
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在
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国力量、中国
效率、中国速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赞誉。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
健康和安全，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
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球

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
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向中国领导
人来函致电、发表声明表示慰问支
持，对中国抗疫举措及其积极成效
以及为阻止疫情蔓延作出的巨大
牺牲和贡献予以高度肯定。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
强有力的举措既控制了疫情在中
国境内扩散，也阻止了疫情向其他
国家蔓延，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
立了新标杆。

外交部发言人斥责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傲慢、偏见、无知

“中国道歉论”毫无根据、毫无道理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4 日电 美国
总统选举民主党竞选人布隆伯格 4
日宣布退出竞选角逐，转而支持美
国 前 副 总 统 拜 登 获 得 民 主 党 党 内
提名。

布隆伯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
3个月前宣布参选是为了击败现任总
统特朗普，如今退选也是为了这个目
标。击败特朗普要从民主党内团结一
致支持最有可能做到此事的竞选人开
始，而这个人就是拜登。

担任过三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
2019年 11月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预选。他拒绝接受捐款人捐款，竞选
经费来源于个人资产，目前已为竞选斥
资约5亿美元。布隆伯格未在最先举
行预选的4个州参与竞争，直接进入3
日的“超级星期二”预选，但却只赢得美
国海外领土美属萨摩亚。

综合美媒报道的初步计票结果，
在 3日举行预选的 14 个州中，拜登赢
得至少 9 个州，其中包括美国人口数
量位居第二的得克萨斯州。本月 2
日，拜登还获得已退出总统选举角逐
的民主党竞选人布蒂吉格和克洛布
彻的支持。

目前角逐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提名
的还剩4名竞选人，除拜登外，还有联邦
参议员桑德斯和沃伦，以及联邦众议员
加巴德。各方普遍认为，接下来的竞争
将主要在拜登和桑德斯之间展开。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桑德斯在3日的预选中赢
得人口数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
票数均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包括
其家乡佛蒙特在内的另外3个州。

5亿美元打水漂
布隆伯格宣布退选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4
日，欧洲多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继续攀升，波兰、匈牙利、斯洛
文尼亚 3 个东欧国家首次报告
确诊病例，意大利病例数破3000
例，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呈现扩
散态势。

波兰卫生部长乌卡什·舒莫
夫斯基4日宣布，波兰确诊首例
新冠肺炎病例。该病例来自波兰
西部靠近德国边境的绿山城，近
期从德国返回后出现症状，随后
被确诊并送往医院隔离治疗。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4日宣布

该国首次确诊 2 例新冠肺炎病
例。他们都是在首都布达佩斯求
学的伊朗留学生，近期都返回过
伊朗。目前他们在当地医院接受
治疗，情况稳定。

斯洛文尼亚卫生部4日宣布
该国当天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
例。这名患者从摩洛哥经意大利
进入斯洛文尼亚，目前正在医院
接受治疗。

东欧的捷克、罗马尼亚和白俄
罗斯4日也分别报告新增病例。
目前捷克累计确诊病例为8例，罗
马尼亚和白俄罗斯均为6例。

意大利政府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4日18时，意大
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达
3089 例，较上一日新增 587 例。
为遏制疫情蔓延，意大利政府决
定从3月5日到3月中旬关闭全
国范围内所有学校。

英国卫生部门4日报告该国
新增3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确诊病例数增至87例。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
赫研究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当地时间 4 日 15 时，德国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62例，比前

一日增加66例。
法国卫生部下属的卫生总署

署长热罗姆·萨洛蒙4日在发布
会上介绍，截至当天法国累计出
现28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比3
日增加73例。

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希
腊和爱尔兰等国 4 日也报告了
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累计确诊
病例数分别为 38 例、29 例、23
例、9例和6例。

北欧的丹麦4日新增5例确
诊病例，累计病例数为 15例，新
增病例大部分有意大利旅行史。

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呈扩散态势
意大利病例数破3000，东欧三国首次报告病例

3月2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胡沙
布地区，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考察沙漠
蝗虫灾害情况。

去年10月以来，巴基斯坦多地遭沙
漠蝗虫侵袭，形势严峻。由中国农业农
村部牵头组成的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日

前来到了胡沙布考察蝗灾情况。这是工
作组赴巴后的第三站，工作组此前还前
往信德省和俾路支省沙漠地区考察蝗灾
情况，行程数千公里。

“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帮助巴基斯
坦灭蝗的紧急援助方案，包括在农药和

喷洒设备上给予支持，这主要是帮助巴
方消杀现有的成虫，并为应对下一轮新
孵化出的蝗虫做物资准备。”工作组和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王凤
乐告诉记者。

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专家展示沙漠蝗虫体内的虫卵。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专家张龙在寻找沙漠蝗虫卵。

中国专家协助“巴铁”千里追蝗

据新华社德黑兰 3 月 5 日电 伊朗
5日宣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升
至3513人。同一天，伊朗卫生部宣布
启动国家动员计划，加强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

伊朗卫生部部长纳马基介绍，本周
用于新冠病毒检测的医疗机构已达22
家，预计下周将达到40家。专业医务
工作者将在疫情严重的城市出入口设
立检测站。

据伊朗卫生部消息，截至 5 日上
午 ，伊 朗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数 已 升 至
3513 例，其中 107 人死亡。自疫情出
现以来，伊朗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
措施，加大防控力度，阻止疫情进一
步扩散。

伊朗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升至3513

新华社首尔 3 月 5 日电 韩国疾病
管理本部5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当地时间5日0时至 16时，韩国新
增322例新冠肺炎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增至6088例。

由于出现聚集性感染，韩国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
北道。截至5日0时，大邱市和庆尚北
道的确诊病例总数达5187例。大邱市
和庆尚北道清道郡、庆山市已被韩国政
府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

韩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突破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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