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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让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在冲突地区成为可能

新冠不是“规则改变者”

对于一些生活在冲突地区
的普通人来说，新冠肺炎病毒是
一个极为渺小的存在，而社会隔
离则是一个太过抽象的概念。

在《纽约时报》记者的笔下，
23 岁的阿富汗青年穆罕默德·瓦
基勒在疫情暴发后每日仍前往
集市卖二手鞋， 与客人握手，数
着肮脏的钞票， 他不喜欢洗手
液，也从不戴口罩。 在阿富汗，还
有无数个像穆罕默德这样的普
通人，他们日日忙于生计，挤在
密闭的公交车中，在小餐馆里并
肩用餐，用拥抱这种传统的肢体
语言相互问候。

“我们知道人们对于病毒和
不断听到的疫情消息感到厌倦
……我们生活在一个面临战争
和贫困严重威胁的国家，新冠无
法与之匹敌。 ”阿富汗卫生部发
言人艾克迈勒·萨姆索尔无奈地
说道。截至 12 月 22 日，这个陷入
战乱 40 余年的国家已经报告了
超过 5 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亡人数超 2000 人，然而，阿富
汗的新肺炎病毒检测能力非常
有限。 虽然全球都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但阿富汗米尔韦斯医院
的工作人员还是主要忙于救治
战伤患者。

“老实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
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规则改变
者’，我们仍然在提供援助、提供
清洁水、 支持卫生基础设施的建
设、在拘留场所开展保护工作、救
助难民和伤员……这也是我们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部分（工
作）。 ”白良说道，“在阿富汗这样
的冲突地区， 应对疫情不仅仅是
卫生角度的， 我们还需要去适应
战争这种新的工作环境，不过，我
们工作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国
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来推进一
些与公共卫生无关的议程，如巩
固权力、夺取战场、扩大外交优
势等，在另一些地区，半官方团
体和非国家行为者也在抓住新
冠“机遇”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
导致了诸如纳卡地区、埃塞俄比
亚北部、西撒哈拉等地的冲突惨
剧。 与此同时，战争在也门、叙利
亚、阿富汗等饱经创伤的冲突前
线也从未停息。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认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纵然重要，
但其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关注点，
因为假使我们不强调其他的困
难， 那就没有办法维持局势稳
定，最终也没有办法成功对抗疫

情。 ”白良强调，“我们也呼吁我
们的捐助者，要意识到尽管新冠
肺炎疫情是当今的优先处理事
项，但其并非唯一。 ”

白良认为，在一些地区，疫情
的应对工作也需要被整合到现有
的人道援助工作中，“倘若仅关注
疫情，那可能会拖累了其他工作，
比如慢性病（的治疗）、生活援助
等。 ”白良指出，疫情带来了许多
次生危机， 进一步放大了冲突地
区的脆弱程度， 若不及时满足人
道需求，动荡地区势必愈发动荡，
矛盾与冲突势必进一步激发。

“我首先要强调的重点是预
防。 我们在非常偏远的地区工
作， 很多是一些很难到达的地
方，我们尽力往这些地区送一些
采购来的防护物资，因为在这些
地区有的时候很难保持社交距
离。 同时我们还是在努力做好预
防工作， 向这些地区分发了肥
皂、口罩……”白良强调，“我们
的工作仍然在持续，只不过是以
一种新的形式。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
10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69 个代
表处，伴随新冠肺炎疫情而来的
非常规措施和旅行限制也给该
组织原有的行为模式带来了挑
战。 白良在采访中坦言，疫情扰
乱了原本的岗位轮换机制，物资
的采购也遇到了麻烦，“但即便
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
者们知道自己的人道使命，因而
这些困难的工作也都完成了。 ”

“事实上，我们（今年）的预算
执行率达到了 88%， 尽管通常这
个数字会是 95%到 96%， 但是考
虑到今年充满了挑战， 这个数字
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这表明我们
确实适应了。 ”白良欣慰地说道。

让疫苗在这里成为可能

随着英美等国的民众纷纷
卷起衣袖注射新冠肺炎疫苗，即
使疫情仍在疯狂蔓延，西方国家
面前那条逐步摆脱大流行噩梦
的道路业已显现，但对于穷国和
冲突前线的地区，想要完全控制
住疫情，道阻且艰。

脆弱的卫生系统和小规模
的经济体往往受疫情的打击更
大，新冠肺炎再次暴露了国与国
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差异。 为了避
免“疫苗民族主义”导致不平衡
现象加剧，世卫组织、全球疫苗
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
联盟（CEPI）成立了“新冠肺炎疫
苗获取机制”（COVAX），确保一
些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可以
获得疫苗———但这绝非易事。

路透社 12 月 16 日获得的一

份世卫组织内部文件指出，CO－
VAX 的发起人表示，该项目因资
金缺乏、供应存在风险和合同安
排复杂而面临着“非常高”的失
败风险，一旦失败，这有可能让
贫穷国家的数十亿人直到 2024
年才可获得新冠肺炎疫苗。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确保疫
苗 被 视 为 一 种 全 球 公 益 产
品———让任何地方的每个人都
可以获得并负担得起，将其变成
一种‘人民的疫苗’。 ”12 月 18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德
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时倡议道。
2020 年 6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 联合国共同呼吁为研制

“人民的疫苗”团结一致。
白良指出，在新冠肺炎疫苗

的公平分配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最为迫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
希望成为疫苗分发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环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直
接做疫苗工作，这是一个国家的
政府、世界卫生组织或者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等其他一些不同的
组织所做的。 ”白良强调，“不过，
我们要做的是让接种疫苗这件
事在某些地区成为可能，这些地
区通常很危险，人们很难接种到
疫苗。 ”

白良进一步指出，基于自身

的中立身份和在冲突地区拥有
强大网络的特点，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所要做的是支持这些地区
的疫苗接种运动，首先就是通过
传递信息的方式让人们明白接
种疫苗的重要性。

“由于在一些地区疫苗这个
概念并不被人们所接受， 所以你
必须要去和这里的社群去交流，
去解释，让他们信服。 另外，在一
些地区，尽管冲突爆发，我们也有
能力确保疫苗的接种可在安全的
条件下进行。 ” 白良告诉澎湃新
闻，“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些
已经留下我们足迹的地方， 我们
可以让疫苗接种成为可能。 ”

“我们可以作为中立的中间
方进入到当地政府进不去的地
方，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白
良说道。 此外，他认为，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与合作伙伴可以在疫
苗的公平分配方面发挥作用，或
参与获取疫苗的谈判及实际分
配工作，或补充政府及其他行为
体的相关计划。

世界需要“强有力的声音”

“新冠肺炎病毒不分国界……
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
全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
如此说道。 在全球共危难的关头，
对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和国际组织

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疫情初期，我们看到对于

援助的需求不断上升，后来我们
发现获得国际人道救援的资助
比以前更加困难了，因为一些主
要的捐助者也在面临巨大的困
难。 ”白良直言，“可以想象，每个
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救助自己
的人民。 ”

非营利新闻媒体《新人道主
义》 杂志 2020 年 11 月的一篇报
道援引内部文件指出，面临预算
压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计划
在一些相对和平的国家进行裁
员， 并在明年将其预算削减约
94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6.15 亿
元）。 报道指出，此举与新冠肺炎
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
的资金担忧有关。

12 月 1 日， 联合国发布的
《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
显示，2021 年全球将有创纪录的
2.35亿人需要人道援助和保护，与
2020年相比增加近 40%。 为此，联
合国明年必须募集 350 亿美元才
可满足这一庞大的人道需求。

白良肯定了中国在国际抗
疫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
他也希望中国可以与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加强援助方面的对话，

“我们确实希望中国通过帮助我
们来帮助其他人。 ”

“当然，我们也需要政治支
持。 ”白良指出，在此前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国际讨论中，中国呼
吁国际社会支持世卫组织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不仅
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多议题上
我们都在扩大并深化与中国的
政治对话，因为中国眼下在全球
的影响力比以往更大了，中国是
一个很大的影响者。 ”

“尊重人道事业是很重要
的。 在很多地区，医院受到攻击，
援助工作者的工作陷入困境
……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
的声音，呼吁冲突各方尊重国际
人道法的基本准则。 ”白良认为，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 （据澎湃新闻）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呼吁，全球在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应停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支持这个提议，但遗
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与之相反———在阿富汗、也门、利比亚、埃塞俄比
亚……战争还在继续。 ”白良表示，“这表明，在一些地区，大流行并没
有‘删除’之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没能看到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去对抗
这场大流行，而之前就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 ”

日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白良（Jacques Pellet）就冲突地区的疫情应
对、疫苗分配等问题谈及了自己的看法。 2020年对于奋战在冲突地区
第一线的人道工作者来说，也是挑战重重的一年。谈到这一年的困难，
他耸耸肩，微笑说道：“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做到。 ”

� � 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地区萨达尔医院，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支持的急诊科护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彼得罗夫斯基区紧急派发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