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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把竹子带给大熊猫 就把大熊猫送到竹子旁边去”

吃不到鲜竹子 旅加大熊猫将提前归国
5 月 12 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发布消息称，
园方经过审慎考虑后决定归还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
猫
“大毛”和
“二顺”，原因是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发展
造成了中加之间航班数骤减，导致园方无法获得足够
的新鲜竹子来喂养它们。据了解，
“ 大毛”和“二顺”
2013 年从成都前往加拿大，在多伦多动物园待了五
年后，于 2018 年抵达卡尔加里，原计划将留在这里直
至 2023 年。

这个决定与生意无关。这是基于动物的安全考虑，我
无法想象如果连续三天无法提供新鲜竹子，它们将会
怎样，
那将是灾难性的。
”
卡尔加里动物园向员工、志愿者、捐助人士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表示了感谢，
“是你们让大熊猫来
到卡尔加里动物园成为可能”。而由于卡尔加里动
物园目前应当地防疫限令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所
以公众无法面对面与这对大熊猫告别。

疫情让竹子供应不足
俩大熊猫得提前回国

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暂未收到其他送回需求

5 月 12 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官网发布一条
名为《如果不能把竹子带给大熊猫，就把大熊猫送到
竹子旁边去》的消息。消息称，卡尔加里动物园这几
个月一直在尝试克服运输新鲜竹子喂食大熊猫的障
碍，但最终还是决定把大熊猫
“二顺”和
“大毛”送回中
国，
因为中国当地有大量的竹子。
大熊猫有独特的营养需求，其饮食 99％由新鲜
竹子组成，且每只成年大熊猫每天消耗约 40 公斤
竹子。而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的
发展造成了中加之间航班数骤减，导致园方无法获
得足够的新鲜竹子来喂养“二顺”和“大毛”。
卡尔加里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兰瑟尔表示，
送回大熊猫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园方最关心的
是大熊猫的健康和福祉。园方相信，在现在的情况
下，对“二顺”和“大毛”来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竹子
丰富且易于取用的地方。

5 月 13 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基
地了解到，基地已经了解到卡尔加里动物园的诉求，
目前
“大毛”和
“二顺”的回国时间尚未确定，时间确定
后会配合相关部门接回大熊猫。
而针对不少网友关心的其他国家的大熊猫是否
也需要接回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除了加拿大
卡尔加里动物园，暂未接到其他国家要求送回旅居大
熊猫的请求。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旅居国外的大熊猫
的
“口粮”供应一般都由当地动物园自行解决，其中不
乏从中国供应商处进口的。
据了解，
“大毛”和“二顺”于 2013 年 3 月赴加拿
大，
原定在加拿大旅居 10 年至 2023 年，
其中 5 年在多
伦多，
5 年在卡尔加里。
2015 年 10 月 13 日，
“二顺”在多伦多借助人工授
精技术生下龙凤双胞胎“加盼盼”、
“加悦悦”。 2018
年 3 月，4 只大熊猫迁居到卡尔加里动物园，这曾令该
园的访客人数迎来破纪录的增长。今年 1 月中旬，依
相关协议，已满 4 岁的“加盼盼”和“加悦悦”返回中
国，
加入到大熊猫繁育计划之中。
文/本报记者 李卓雅
统筹/蒋朔 图片来源/卡尔加里动物园官网

当地动物园目前关闭
无法与公众当面告别
园方表示，由于疫情的原因，原有渠道转运竹子

大熊猫是卡尔加里动物园的招牌
较困难。卡尔加里动物园团队也尝试与其他竹子供
应商合作，希望寻找一种方法来保持大熊猫的饲喂，
但是由于运输失误和交付时间太慢等问题，最终获
得的竹子不够新鲜，大熊猫无法食用。动物园担心，
各种人力不可控的原因可能随时扰乱竹子的补给

福奇现身国会听证会

线，而且不会给动物园准备的时间。
兰瑟尔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他展示大
熊猫的地方如法国、西班牙和亚洲部分地区，可以在
当地种植竹子，但是加拿大只能通过进口。他说，
“大
熊猫曾经是卡尔加里动物园最吸引人的动物之一，但

苦口婆心提醒勿仓促复工

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1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新冠疫情应对情况作证时释放
了两大信号：
第一，
仓促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第
二，
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能高于官方统计。
分析人士指出，年近 80 岁、服务 6 任美国总统的
知名流行病学家福奇明确表达了对于仓促重启经济
的担忧，但其
“苦口婆心”能否被白宫方面认真倾听难
以预料。

仓促复工需警惕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福奇当天以
视频会议方式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
与养老金委员会关于疫情应对情况的听证会。他在
作证时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各州，如果在不具备
“有效
果且有效率的”应对能力时就仓促地重启经济，疫情
可能会从小幅上升演变成大暴发。
福奇说，美国存在疫情暴发至不可控程度的“现
实风险”，这不仅会导致本可以避免的病痛和死亡，还
将推迟经济复苏。他说，虽然美国正沿着防控疫情的
“正确方向”前进，但这绝不意味着疫情已经完全得到
控制，
如果缺乏足够应对措施，
今秋将出现疫情反弹。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

5 月 12 日，安东尼·福奇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在美国
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
供图/新华社
表示，美国各州过快重启经济存在较大风险，可能引
发第二波疫情暴发。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疫苗而仅凭当前的抗病
毒药物治疗及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即便重启经济，
美国民众也不会愿意冒险外出就餐或旅游。

死亡人数或低估
听证会上，美新冠死亡病例数是否被低估也是关

注重点。对此福奇表示，美实际新冠死亡病例数很可
能高于官方统计。
在回答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问题时，福奇
以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纽约市为例称，可能有很多人
感染新冠病毒却没有去医院治疗，死于家中，因而未
被纳入官方统计。福奇表示，不清楚实际新冠死亡病
例数比官方统计的具体高多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2 日发布的新冠疫
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136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8.2 万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都居世界首位。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 12 日更新
了新冠疫情模型预测，再次上调对美国新冠死亡病例
的预期，预计到 8 月 4 日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
达 14.7 万例。该机构 5 月 4 日公布的模型预测结果显
示，至 8 月 4 日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约 13.4
万例。

遗憾并非
“一锤定音”
人
自 1984 年起，福奇开始出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直奋斗在美抗击新发流行病的
最前沿。在白宫疫情记者会上，他向民众提出各种防

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23 万 近一周来每日新增上万例

俄罗斯为何现在
“解禁”
俄罗斯 12 日正式结束 6 个多星期的全国性统一
“休假”，部分地区、行业开始复工。在近几日新增新
冠病例仍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好解禁与抗
疫，
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种考验。
俄政府决策层和分析人士认为，逐步解除限制措
施有助于改善俄罗斯整体形势，当务之急是在保障民
众健康的同时拯救就业。

“解禁”
第一天莫斯科什么样
12 日，在首都莫斯科一些建筑工地，可以看到戴
安全帽的工人劳作的身影；地铁车厢内，乘客隔座而
坐，按照规定戴着口罩和手套。加里宁格勒一家购物
商场重开，
虽然顾客稀少，
总算开始恢复
“人气”
。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日宣布，
自 12 日起，
俄罗斯覆
盖各行业的全国性统一休假结束，将逐步解除限制措
施，力求既保障公民安全又支持经济。他强调抗疫斗
争仍将继续，
绝不允许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
联邦政府先前发布“三步走”解禁方案。普京
说，解禁措施具体如何实施，可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做决定。
莫斯科市准许部分行业和建筑业 12 日起复工，
要求市民在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

口罩和手套，缺一不可，违者最高可罚款 5000 卢布
（约合 480 元人民币）。
摩尔曼斯克州已解除对大部分居民的“自我隔
离”
要求，
但 65 岁以上居民和患有慢性疾病者除外。
加里宁格勒州准许购物中心和理发店在规定时
间开门营业；阿迪格共和国的集市、洗车店、理发店等
恢复营业。
莫斯科州、达吉斯坦共和国、罗斯托夫州等地区
选择延长实施限制性措施。

俄罗斯为何
“解禁”
截至 12 日，俄罗斯报告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23 万，
近一周来每日新增上万例。决策层和分析人士
认为，
此时
“解禁”
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方面，按照普京的说法，当下的俄罗斯
“有资本
解禁”
。
他说，俄罗斯自 3 月 30 日起全国“休假”，在 6 周
多时间内减缓了疫情蔓延，有效强化了卫生系统的防
疫能力：
——特种病床数量从 2.9 万张增至 13 万张；
——医疗设备充足；全国各地普遍具备治疗新冠
患者的条件；

——有能力及早发现病例，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检测能力当前可达每日 17 万次，
到5月
中旬将增加到 30 万次。
目前新增病例增加较快，部分因为俄罗斯采取强
势检测措施。
另一方面，
俄罗斯现状也
“需要解禁”
。
疫情暴发以来，俄罗斯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俄
罗斯盖达尔经济政策学院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
内防控措施升级后，俄工业界投资意愿 3 月显著降
低；
3 月最后一周，
俄全国和中央联邦区的日均经济活
跃度比前一周分别下降 16%和 22%。
俄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说，由于疫情防控
措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俄罗斯每天损失约 1000 亿
卢布（约合 13.42 亿美元）。他预测俄罗斯 2020 年的
预算赤字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4.5%至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
2020年俄罗斯经
济将萎缩5.5%，
失业率将从2019年的4.6%增至4.9%。
政治学家德米特里·阿布扎洛夫说，如果政府继
续延长全国性休假，各地失业率将急剧上升，整个国
家将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
目前俄罗斯官方登记失业人数是 140 万，相较 4
月初增长了一倍。普京在宣布
“解禁”时也强调，国家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降低失业率。

背景链接

三阶段
“解禁”
措施
5 月初，俄罗斯国家总防疫师波波娃提出分三阶
段逐步
“解禁”
措施。
——第一阶段，允许户外体育锻炼，小型商店和
服务机构恢复营业；
——第二阶段，居民可携家人在户外散步，大型
商业机构和部分教育机构可营业；

——第三阶段，公园和广场开放，所有教育机构、
酒店和餐饮场所恢复营业。
俄副总理戈利科娃 11 日说，满足疫情传播系数
不高于 1，即平均每名患者在被隔离前感染的人数不
超过 1 人，医院床位使用率不超过 50%和每天每 10
万人中至少 7 万人接受检测条件的地区可进入第一

阶段。
她说，目前俄罗斯整体传播系数约为 1，但全国
85 个地区状况差别很大：22 个地区未满足第一阶段
关于病床使用率和检测水平的指标，
11 个地区则可以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据新华社

疫建议，还常常公开
“纠正”总统特朗普。美国昆尼皮
亚克大学先前所作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78%受调查
者认可福奇的表现。
《洛杉矶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
福奇是大众需要的说出疫情真相的人。
但在美国抗疫中，福奇却屡屡被白宫方面晾在
一边。本月早些时候，白宫还曾阻止福奇到民主党
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疫情应对情
况作证。
这次参加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参议院组织的听
证会时，福奇也受到了公开指责。肯塔基州联邦参
议员、共和党人兰德·保罗在听证会上炮轰福奇说：
“你（福奇）不是一锤定音的人……我们可以听取你
的建议，但是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疫情数据）不会
出现激增，我们可以安全地重启经济。”保罗在听证
会后对美国媒体表示，
“我不认为这些科学家中的任
何人是无所不知的”。
面对保罗的说法，福奇反驳道，自己从来不是
“一
锤定音”
的人，
而是科学家、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
与保罗力挺迅速复工复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莉
萨·穆尔科斯基、科里·加德纳和乔尼·恩斯特等数名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表示，在重启经济的问题上，特
朗普政府应该听取专家的意见。
据新华社

韩国力寻首都夜店
近 2000 名
“失联客”
新华社电 由于关联首都首尔夜店区梨泰院的新
冠病例不断增加，韩国政府 12 日动员各界力量，寻找
近 2000 名
“失联”
的夜店顾客。
韩联社报道，首尔市尝试逐一确认 4 月 24 日至 5
月 6 日期间去过梨泰院 5 家夜店的 5517 人。其中，通
过电话完成调查 2405 人，向不接电话的 1130 人发送
短信；对其余 1982 名联系不上的夜店顾客，防疫部门
正借助筛查移动通信基站使用信息和信用卡刷卡明
细加以确认，
警方已调取监控录像配合追踪。
另外，
警方在全国范围组建快速反应体系，
将出动
8000多名警力追踪关联梨泰院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一名居住在京畿道龙仁市的 29 岁韩国籍男子 6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 1 日深夜至 2 日凌晨先后
前往梨泰院多家夜店。梨泰院同一时段据信有超过
1500 名顾客。
首尔市政府已下令暂时关闭夜店和酒吧等娱乐
场所。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当天中午，
全国关联梨泰院夜店的病例达 102 例。
首尔市长朴元淳说，
针对梨泰院聚集性感染病例，
7272 人已接受病毒检测，包括夜店顾客的家人和同
事。除去过 5 家夜店的 5517 人，
警方还掌握一份相应
时段使用过梨泰院一带通信基站的名单，共 10905
人。警方已给这些人发短信，
要求他们接受病毒检测。
防疫部门呼吁相关人员尽快主动接受检测，承诺
严格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同时考虑处罚违反防疫规
定营业的夜店等娱乐场所。
朴元淳担忧，随着一名去过梨泰院另一家夜店的
20 岁男子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次聚集性病例可能
不仅限于先前锁定的那几家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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