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功夫在坦桑尼亚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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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11日， 美国华盛
顿 、 纽 约 等 地 举 行 活 动 纪念
“9·11” 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 ，
以缅怀事件遇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造访纽约
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 宾夕法尼
亚州尚克斯维尔美联航93号航班
纪念园和五角大楼等 “9·11” 恐
怖袭击事发地， 但未发表演讲。

在尚克斯维尔回答记者提问
时， 拜登讲述了他与一位遇难者
家属的友情并表示， 恐袭事件给
遇难者家属带来的伤痛不会因时
间流逝而消减。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
上， 菲律宾裔美国人勒内·奥尔
内多回忆说 ， 2001年9月11日 ，
他弟弟鲁本·奥尔内多乘飞机从
华盛顿飞往位于洛杉矶的家。 飞

机从华盛顿起飞后不久被机上恐
怖分子劫持， 最终飞机撞向五角
大楼。 新婚不久的鲁本和机上其
他183人遇难 。 “这么多年了 ，
我还是很想念他。” 勒内说。

“9·11” 事件发生时的美国
总统小布什也到访尚克斯维尔并
发表讲话。 他说： “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 我们国家面临的危
险不仅来自境外 ， 也来自本土
暴力事件……我们的政治正赤裸
裸地诉诸愤怒、 恐惧和怨恨， 让
我们对国家和彼此的未来感到担
忧。”

正如小布什所言， 震惊世界
的国会山骚乱事件、 仇恨亚裔暴
力事件、 遍布全美的大规模枪击
事件……20年后， “9·11” 事件
给美国人带来的旧伤还未抚平，

一桩桩本土暴力和恐怖事件又为
他们增加了新的恐惧。

2001年9月11日 ， 恐怖分子
劫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 其中两
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 一
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 一
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
毁， 4架客机上无人生还。 这一
系列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 并
造成数千亿美元经济损失。

袭击发生后不久， 时任美国
总统小布什就发动了 “反恐战
争”。 20年来， 美国在包括阿富
汗、 伊拉克在内的全球约80个国
家以反恐之名， 或发动战争， 或
开展军事行动， 已经造成至少80
万人丧生、 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至少2000万人至今仍生活在极端
恶劣条件下。

美美国国多多地地举举行行““99··1111””事事件件纪纪念念活活动动

蒙古国首次报告动物感染新冠病例

新华社电 非洲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11日说， 非洲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突破800万例。 当前非洲
疫情整体呈好转趋势， 疫苗分配
和接种工作也在不断推进。 与此
同时， 非洲仍面临变异毒株影响
和疫苗接种比例低等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
处9日说， 目前非洲第三波疫情
“正在减弱”。 截至5日的一周内，
非洲新增确诊病例约16.5万例 ，
较此前一周下降了23%， 下降幅
度为两个月来最大。

非洲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
南非7月宣布第三波疫情高峰已
过。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9月8
日说，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呈持
续下降趋势。 虽然各省第三波疫
情的状况存在差异， 但日增确诊
病例数都出现下降。

尼日利亚10日新增确诊病例
466例， 较第三波疫情高峰时的
日增1000多例下降一半以上。 肯
尼亚10日新增确诊病例661例 ，
当前 阳 性 检 测 率 已从3月底的
26.6%降至8.1%。

博茨瓦纳过去三周新增确诊
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大幅下
降， 政府6日起放松防疫限制措
施 。 其邻国津巴布韦7日宣布 ，
疫情已大幅缓和， 由于该国已度
过第三波新冠疫情的高峰， 津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将 “封城” 措施
从4级降为2级。

目前， 非洲收到的新冠疫苗
数持续增加， 疫苗接种工作不断
推进。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数据显示， 非洲9月第一周通过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收到约550
万剂疫苗。

中国疫苗为津巴布韦等国实
现疫苗接种目标提供了支持。 津
巴布韦疫苗接种率在非洲位居前
列， 接种的疫苗绝大多数是中国
疫苗。 津巴布韦目前约有183万
人已完成疫苗接种， 约占总人口
的12.5%。

南非自8月20日起为所有成
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南非10日公
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 全国超过
715万人完成疫苗接种， 约占总
人口的14%。

肯尼亚政府说 ， 预计200万
剂辉瑞疫苗将在9月运抵肯尼亚。
肯尼亚目前有3.02%的成年人完
成接种疫苗 ， 有望在年底实现
10%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的目
标。

截至10日 ， 尼日 利 亚 全 国
超过 39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
疫苗 ， 占符合接种要求人口的
3.5%， 超过165万人接种了第二
剂疫苗， 占符合接种要求人口的
1.5%。

虽然非洲整体疫情放缓， 疫
苗工作不断推进， 但抗疫仍面临
多重挑战。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
任玛奇迪索·穆蒂9日说， 由于传
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持续影
响， 与前两波疫情相比， 第三波
疫情 “下跌趋势慢得令人沮丧”。
世卫组织说， 8月在南部非洲开
展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 在博茨
瓦纳、 南非和马拉维， 感染德尔
塔毒株的比例都超过70%， 在津
巴布韦这一比例高达90%以上。

除了德尔塔毒株， 新发现的
变异毒株也为抗疫带来隐患。 世
卫组织说， 今年5月在南非发现
的 “C.1.2” 变异毒株存在 “令
人担忧的突变”。 虽然没有证据
显示这一变异毒株传染性更强或
影响疫苗有效性， 但还需对它进
行更多研究。 截至目前， 该毒株
还不属于世卫组织标记的 “需要
关注” 或 “需要留意” 的变异毒
株。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
显示， 目前非洲累计接种新冠疫
苗1.113亿剂， 约有3.18%人口完
成疫苗接种， 这一比例远低于世
界其他一些地区水平。 穆蒂说，
非洲在尽最大努力采取公共卫生
措施的同时， 必须显著加强疫苗
供应和接种， 才能从根本上扭转
疫情趋势。

非洲第三波疫情正在减弱
但仍面临多重挑战

新华社电 蒙古国11日首
次报告动物感染新冠病例。

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
究中心主任朝格巴达尔赫11日
通报说，该国至少在7只河狸身
上检测到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
毒株。被感染的河狸出现咳嗽、
流鼻涕等症状， 目前这些河狸
已全部康复。

朝格巴达尔赫说， 蒙古国
暂时未报告其他动物感染新冠
病例， 但豢养宠物的人需保持
警觉， 定期观察宠物有无异常
症状。

另据蒙古国卫生部当天发
布的数据， 该国过去24小时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3240例， 累计
确诊252648例。 目前， 蒙古国
约340万人口中的69%已 接 种
至少 一 剂 新 冠 疫 苗 ， 约65%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该国卫生
部已启动第三剂新冠疫苗接
种。

为遏制疫情蔓延， 蒙古国
政府已将全国高度警戒状态延
长至12月31日。 除成吉思汗国
际机场外， 其他口岸在今年年
底前禁止游客通行。

9月11日， 各类以莫斯科城市日为主题的装饰品被摆放在市
中心， 纪念莫斯科建城874周年。 莫斯科是俄政治、 经济、 科学
和文化中心， 始建于12世纪中期， 史册上关于莫斯科的最早记载
见于1147年。 图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人们乘滑板车经过城市日
装饰。

新华社发

莫斯科纪念建城874周年

伊拉克库区埃尔比勒机场遭无人机袭击
新华社电 伊拉克库尔德

自治区（库区）反恐部门12日发
表声明说， 库区首府埃尔比勒
的国际机场11日晚遭两架无人
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库区媒体报道， 11日深
夜，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区
域响起巨大爆炸声， 袭击未造
成人员伤亡或其他损失， 进出
机场的航班被迫中断约两小
时。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
军事基地驻有美军和美国主导
的国际联盟部队， 今年以来针
对该机场的类似袭击已发生多
次。

根据7月26日发表的美伊
联合声明， 到今年12月31日，
伊拉克境内将不存在承担作战
任务的美军。

“功夫是一种重要技能”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
斯萨拉姆市区， 身着白色长袍
的赛义迪·姆福米正带领弟子
们练习中国功夫， 一招一式，
有板有眼。 “功夫是一种重要
的技能。” 这名35岁的坦桑尼
亚老师说道。

姆福米是坦桑尼亚功夫俱
乐部的创始人， 也是一名两岁
女儿的父亲。 2013年， 他在河
南省少林寺接受了三个月的功
夫训练； 2014年， 他又接受了
有关中国文化的培训， 随后决
心回到坦桑尼亚全面推广中国
功夫。

姆福米介绍说， 一开始，
当地人对中国功夫的接受程度
较低 ， 但随着功夫培训的展
开， 公众意识也在改变。 “现
在人们了解到， 功夫是一种很
好的技能， 能够通过训练使人
们在遇到危险时免受伤害 。”

他说。
18岁的哈马德·阿卜杜拉

是俱乐部的一名学员。 他从小
就对中国功夫感兴趣， 在通过
社交媒体了解到这家功夫俱乐
部后，决定加入培训。 “训练培
养起我的纪律意识， 也提高了
我的自卫能力。 ”阿卜杜拉说。

阿卜杜拉说， 他的目标是
成为一名功夫演员。 同时， 他
也期待着访问中国， 以及参加
国际功夫比赛。

在坦桑尼亚， 像阿卜杜拉
这样的学员还有很多。 姆福米
介绍， 他在坦桑尼亚多个地区
开设了功夫俱乐部， 累计培训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上千
人。

姆福米表示， 坦桑尼亚和
中国正处于文化交流的黄金
期， 坦桑尼亚将从中国的发展
中学到很多东西。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