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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警方认为货车惨案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越南希望英国尽快完成货车惨案调查

美万圣夜发生数起枪击事件致多人伤亡

奥林达市官员说，事发房屋登记
为短期出租住宅，面积372平方米，依
规程最多可入住13人。房屋主人先
前经由网络平台“爱彼迎”把房屋出租
给一名女性，供后者当天使用。后者
原本登记12人入住。

按照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由于
先前有租房者私自在院内聚会扰民，
房屋主人特地询问对方为什么在万圣
夜租住。租房者回答，家人患有哮喘，
需要新鲜空气，而旧金山以北大约
100公里处山林火灾持续，因而临时
租住这处房屋。

截至1日晚，警方没有抓捕任何
人，没有提及作案动机。

奥林达警长戴维·库克1日在记
者会上说，警方推测枪击嫌疑人不是
来自奥林达，也不会在奥林达逗留，公
众不必担心。

郭倩（据新华社专特稿）

加州警方1日说，枪击致使5人死
亡，至少4人受伤，事发地点是旧金山市
郊奥林达一处宅院。10月31日大约22
时45分，人们听到院内传出枪声。超过
100人当时在院内参加万圣夜聚会。

康特拉科斯塔县治安官办公室1
日晚说，4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都是
旧金山湾区居民，年龄在20至30岁之
间，其中3人当场死亡，1人在医院死

亡。至少4名伤员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当天晚些时候，警方确认第5名

死者，女性，19岁，湾区居民，死于当
地一家医院。

一名邻居告诉美联社，他当晚听
到响亮音乐声和笑声，随后是枪声，几
十人惊慌地跑出院子，找地方躲藏。

警方在现场发现2把枪，正试图
逐一联系参加聚会的100多人。

在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市，一名7岁女孩扮成大黄蜂与家人
出门讨要糖果，遭街对面一名帮派成
员开枪误伤，颈部中弹，伤势严重。

警方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1
日晚说，开枪嫌疑人是1名 15岁少
年，袭击目标是一名30岁男子，后者
手部中弹。嫌疑人被捕，面临2项谋

杀未遂罪名指控。
在西部犹他州一场聚会上，一名

年轻男子中弹身亡，一名年轻男子被
刀刺死。事发地点位于盐湖城以东
200多公里的小镇罗斯福附近。20多
人当时在一处房屋内举行万圣夜聚
会。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仍在调查
作案动机。

10月31日万圣节前夜，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多人死伤。

女童遭误射

聚会传枪声

缘由暂不明

11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北部的康特拉科斯塔县奥林达，
警察在案发现场附近警戒。 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2日至4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与会各国领导人
致力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实现地
区共同繁荣和发展，系列会议将在坚持多
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方面释放出
积极信号。其中，第 22 次中国-东盟
（10+1）领导人会议将推动双方发展更加
紧密的合作关系。

加快区域合作

除了东盟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
东亚峰会等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也将在曼谷同期
举行。

经过多年发展，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已成为推
进区域合作、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平台。在当今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升温的大背景下，与会各
国领导人将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区域合作
等方面发出怎样的呼声备受关注。

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领导人还将举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力争推动这一多边贸
易协议达成。

RCEP由东盟10国于2012年发起，邀请中、日、韩、
澳、新、印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
立统一市场。协定涵盖约一半的全球人口、32.2%的全
球GDP、29.1%的全球贸易以及32.5%的全球投资，达成
后将成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定。

深化中国-东盟关系

在去年举行的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上，中国
与东盟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
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愿景明确了双方合作的目
标、方向、重点举措，彰显了双方发展合作的信心与决心。愿景通
过以来，有力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各方面的合作。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
示，一年来，中国和东盟在战略互信、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以及地区和国际合作等领域都取得新突破和新进展，中
国－东盟关系正迈入提质升级的新时代。

今年上半年，东盟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6000亿美元。此外，《中国-东盟自贸
区升级议定书》近日对所有成员全面生效，将提供更多关税优惠，
为双方贸易增长注入新动力。

黄溪连表示，中国-东盟关系是东盟与各对话伙伴国之间最
具活力、最具实质的一组关系。中方期待今年的中国-东盟领导
人会议取得新的丰硕成果，再次凸显中国-东盟关系的先进性和
引领性。 （新华社曼谷11月2日电 记者林昊 淡然）

新华社伦敦11月1日电（记者张代
蕾）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11月1日晚发
表声明说，警方目前认为上月发生的货
车惨案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

全面负责此案遇难者身份调查工
作的警官蒂姆·史密斯在声明中说：“目
前我们相信遇难者是越南公民，警方正
与越南政府保持联系。我们与越南和
英国的一些家庭进行了直接接触，我们
相信已经确定了部分遇难者家庭。”

警方说，证据收集工作仍在进行
中，目前尚无法宣布遇难者的具体身
份，警方将继续与越南政府和其他国
家合作，并呼吁知情者帮助提供识别
遇难者具体身份的线索。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英格兰东
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工业园区内的一辆
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警方
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亚注册，19日经
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国，

集装箱则来自比利时。越南公安部部
长苏林10月30日说，越南公安部已准
备好派出工作组前往英国，与英国警方
协作核实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

据新华社河内11月2日电（记者
王迪 陶军）越南外交部2日就英国货
车惨案发表声明说，此事为严重的人
道主义悲剧，越方强烈谴责人口贩运，
希望英方尽快完成调查。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表示，

这是一起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对此深
感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她说，事发后越南外交部指示领
事局和驻英使馆与两国有关部门直接
协作，提供越方信息协助确认遇难者
身份并开设热线收集相关消息，准备
在遇难者中有越南公民的情况下采取
领事保护措施。越南驻英使馆也把英
国警方提供的遇难者身份信息转交越
南有关部门，以供交叉比对。

她说，越南强烈谴责人口贩运，认
为这种严重罪行必须受到相应惩罚。
越方呼吁区域和世界各国在预防打击
人口贩卖犯罪方面加强合作，避免此
类悲剧再度发生。

她表示，越方感谢英国政府和
相关机构积极筛查、提供信息并与
越方密切合作，希望英方尽快完成
对此案的调查，严惩造成这起悲剧
的罪魁祸首。

10月31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秘书长叙
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中）参加叙利亚宪法委员会
会议。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一次全会11月1日在日
内瓦闭幕。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
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叙宪法委员会
部分成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小组将在首次全会后
留在日内瓦继续进行具体工作。叙利亚宪法委员
会10月30日在日内瓦正式启动，就宪法改革事
宜展开工作。 新华社/法新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
首次全会在日内瓦闭幕

以色列袭击哈马斯
多个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日电（记者尚昊
吕迎旭）以色列国防军2日发表声明说，以军战斗
机当天凌晨袭击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目标。巴方说，以方行
动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声明说，作为对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
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战斗机袭击了哈马斯海
军驻地、防空阵线后勤基地、军事训练基地、武器
制造和储存基地等多个军事目标。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以军的行动导
致一名27岁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两名巴勒斯
坦人在空袭中受伤。

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
以军行动是危险的升级，侵犯了无辜平民的权利，
以色列将承担其后果。

11月1日，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哈塞克省城镇
代尔巴西耶附近，一辆俄军装甲车参与联合巡逻。

土耳其国防部1日宣布，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国
武装力量已在叙利亚北部开始土俄就叙北部签署谅
解备忘录后的第一次联合巡逻。根据土耳其国防部
当日发表的声明，按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
斯总统普京10月22日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俄军事
警察与土耳其边防军人于1日在叙北部城镇代尔巴
西耶以东地区开始进行联合巡逻 。 新华社/法新

土俄军队在叙利亚北部
进行首次联合巡逻

印度称将再次尝试探测器登月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2日电（记者赵旭）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西旺2日表示，登月失败的
“月船2号”探测器“并非（印度探月）故事的结
束”，该机构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尝试登陆月球。

西旺当天在印度理工学院发表演讲说，尽管
“月船2号”探测器尝试登月失败，在这一过程中
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却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结合以往经验和技术储备来找到并
纠正错误，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在月球实施软着陆。

西旺说，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决心展示印度具
备在月球上实现探测器软着陆的技术能力，目前
正在制订一项行动计划，以解决未来软着陆可能
面临的问题。

“月船2号”是印度的第二个月球探测器。该
探测器今年7月22日发射升空，9月7日，其着陆
器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外界普遍怀疑

“月船2号”着陆器已在月球表面坠毁。

加强东盟建设

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年初为东盟确定了“为可
持续发展推动伙伴关系”的主题，希望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
术增强东盟整体竞争力，推动东盟内部、东盟与对话伙伴、东盟
与国际社会伙伴关系，并促进全方位领域可持续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近一年来，东盟各成员国围绕上述主题，加
强彼此协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取得不少成绩。而借助此次东盟
峰会，各成员国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共识，共同致力于
加速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朱林10月底在主持东盟经济共同
体委员会会议后透露，今年东盟设定的各项经济发展计划均取
得进展。这些计划涵盖数字一体化框架、东盟创新路线图等领
域，有望在年底泰国东盟主席国任期结束前全面实现。

柬埔寨亚洲愿景研究院院长强万纳里指出，第四次工业革
命、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发展等以及各东盟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
发展差距，都对东盟共同体进一步建设构成挑战。

有部分东盟国家官员和学者认为，东盟还应继续致力于降
低内部非关税贸易壁垒，推动东盟内部贸易。

推动伙伴关系 加强区域合作
——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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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药品不良反应
什么是药品不良反应?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

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
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使用马
来酸氯苯那敏(扑尔敏)容易出现嗜
睡、困倦、乏力；使用卡托普利等易引
起干咳；癌症患者使用化疗药品会引
起脱发、身体虚弱；服用四环素可导

致“四环素牙”……这些都是药品不
良反应。

哪些人容易出现不良反应?
一般认为,老年人、孕妇、儿童和有

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人,更容易发
生药品不良反应。孕妇、哺乳期妇女服
用某些药品还可能影响胎儿、乳儿的健
康发育。

出现药品不良反应,
应该怎么办?

用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停
用可疑药品，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
诊。药品不良反应的治疗原则和其他
常见病、多发病是一致的。出现药品
不良反应后及时停用可疑药品，有的

可能自愈,如果仍然得不到缓解和消
除，就应就医。

用药时,如何预防不良反应?
用药时，要遵从医嘱、处方或参照

药品说明书规定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来使用，并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药
品不良反应项目中的内容。下列方法
可以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详细记录个人用药的不良反应，
如过敏反应等，看病或购药的时候应及
时告诉医生、药师。

·避免盲目用药。
·给药时机恰当。

·有些药品存在胃肠道副作用，
需要考虑服用的时机。如抑酸剂、保
护胃黏膜的药品应在饭前服，而阿司
匹林这类的解热镇痛药就一定要在
饭后服。

·遵循安全合理用药的给药原则。
根据病情选择合理的用药途径：能

口服，不注射；能肌注，不静注。从药品
被吸收到发挥作用的速度来看，注射
确实比口服药见效快，但注射给药，尤
其是静脉注射时，药品直接进入血管，
虽然见效快，但是一旦发生不良反应，
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在基层医院，急
救抢救设施不完善，一旦出现严重药
品不良反应，往往因抢救不及时而导

致严重后果，所以，在基层医院不宜提
倡注射治疗。相对于注射给药，口服
给药安全性更高。

·不要随意增加或者减少药品剂
量。

有的人治病心切，认为药吃得越多，
病好得越快,便随意加大剂量；有的人病
情有所好转，就经常忘服、漏服药品。

药量过大，长期服用，可能引起中
毒,尤其对老人和儿童,是十分危险的；
药量偏小，疗程不足，非但达不到治疗
效果，反而贻误病情，甚至产生耐药性。

需要警惕的是,某些广告宣称某
药品“无任何副作用”，绝对是不可
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