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

法国公共卫生部
门10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法国过去24小
时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26896例，再次刷新
单日新增病例数纪
录，累计确诊病例
718873例。

在法国，自 10
日起，里尔、格勒诺
布尔、里昂和圣艾蒂
安 4 个城市进入新
冠疫情最高警戒状
态。此前，马赛市和
法属海外省瓜德罗
普、巴黎及近郊3省
已先后进入最高警
戒状态。如果当地
疫情进一步恶化，处
于最高警戒状态的
地区将进入卫生紧
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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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弹凶猛

欧洲多国再度加强防控措施

新华社洛杉矶10月10日
电 （记者黄恒）美国犹他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农
业部门日前相继证实，当地水
貂养殖场暴发新冠疫情，已有
超过1万只水貂因此死亡。

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
3个县的9家水貂养殖场近来
暴发新冠疫情，仅过去半个月
就有 8000 多只水貂因此死
亡。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农业部门也先后证实，实验室
检测结果显示，当地养殖场出
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这三个州的卫生防疫部
门均表示，目前的研究表明，
这些水貂很可能是被养殖场
工人传染的，但目前还没有有
关水貂可将新冠病毒传染给
人类的科学依据。

另据美国农业部报告，美
国水貂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的最早案例是今年8月14日
在犹他州被发现的，当地卫生
防疫部门当时对出现疫情的
水貂养殖场实施了隔离，但未
进行大规模扑杀。

数据显示，美国境内有
245家水貂养殖场，分布在22
个州，其中威斯康星州和犹他
州是水貂养殖产业规模最大
的两个州。

据报道，欧洲国家丹麦、
荷兰和西班牙等都出现过养
殖场里的水貂大规模感染新
冠病毒的情况。

美国多地水貂
养殖场暴发疫情

新闻事件

世界医疗领域顶级学术期
刊、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8
日刊文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
危机，也给领导力带来巨大考
验，美国领导人没有经受住考
验，将这场危机变成了悲剧。文
章说，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
几乎每一步都是失败的。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发表的
一项新研究说，他们通过分析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大都
会地区早期新冠病毒阳性样
本，发现大部分样本的基因序
列与源自欧洲的病毒基因序列
相似，表明洛杉矶早期新冠病
毒可能主要从欧洲传入。

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
网站10日宣布，该国过去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74例，创
该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
例 数 最高纪录 ，累计确诊
36596例，累计死亡933例，累
计治愈9683例。

据加拿大电视台10日报
道，加拿大 9 日新增 2558 例
新冠确诊病例，创该国疫情
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
高纪录。至此，加拿大累计
确诊 178117 例，累计死亡
9585例。

罗马尼亚官方10日公布
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该
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
3517例，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累
计确诊152403例；新增死亡病
例59例，累计死亡5358例。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10日
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
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008
例，再次刷新该国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

伊拉克卫生部10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40万例。伊卫生部
官员表示，考虑到气温下降、宗
教活动等因素，预计伊拉克将于
冬季迎来新一波疫情。

中国政府援助巴西第二
批抗疫物资交接仪式9日在巴
西利亚举行。中国驻巴西大
使杨万明，巴西联邦政府代
表、副总统外事助理纳西门托
等双方代表出席。

英国《柳叶刀·传染病》杂
志8日刊发文章说，中国已经
快速并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
这与中国的快速应对等多方
面努力有关。文章援引美国
梅奥诊所疫苗研究部主任格
雷戈里·波伦的话说，中国应
对疫情的速度是成功防控疫
情的“关键因素”，“中国的行
动非常迅速，从而阻断了病毒
传播。其他国家尽管有更长
的准备时间来应对这一病毒，
但应对措施滞后，而这意味着
它们（对阻止病毒传播）失去
控制”。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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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11日7时23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

37077182例
死亡病例为

1070990 例

美国
是全球累计确诊

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确诊病例达7709628例
死亡病例为214305例

涉华动态

全球
数据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地区记者报道：近日，新冠疫情在欧洲多国持续反弹，不少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创下新高，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再度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和管控力度，避免再次因疫情被迫“封城”而冲击社会各行业的缓慢复苏。

由于疫情反弹势头凶猛，近来欧洲多个国家政府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力图避免疫情进一步恶化而被迫再度“封城”。

意大利 英国 德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据西班牙卫生部
9日发布的数据，截至
当天14时，全国新增
确诊病例5986例，累
计确诊超过86.1万例，
累计死亡32929例。

西班牙政府9日
发布公报，宣布首都
马德里及马德里自治
区即日起进入为期
15 天的紧急状态。
根据这项法令，包括
马德里在内的9个市
镇将重回隔离状态，
除工作、学习、医疗等
正当理由外禁止进出
被封锁的市镇。被封
锁区域内的活动暂时
不受影响。

（据新华社罗马
10月10日电）

多国单日新增病例数

创纪录
权威期刊批美国将危机变成悲剧

印度确诊病例

破700万
10月11日拍摄的印度新德里街头。

新华社/法新

世界最年长女子单人跳伞纪录创
造者、英国威尔士老人迪莉丝·普赖斯
去世，享年88岁。

英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普赖斯
的侄子马克·詹姆斯·帕里9日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这一消息，称赞普赖斯活
得充实，“激励了所有人”。

普赖斯曾经是一名教师，54岁
时第一次跳伞，当时是为了给一家
慈善机构募捐。从那以后，她多次
为给慈善机构筹款跳伞，在世界各
地单人跳伞次数达到1139次，80岁

时创造最年长女子单人跳伞吉尼斯
世界纪录。

有表演和舞蹈功底的普赖斯经常
在跳伞中做出花样动作。她曾说：“我
热爱跳伞，跳伞让我尽享天空之美
……让我自由自在。”

普赖斯86岁时卖掉降落伞，不再
单人跳伞，而是与威尔士橄榄球明星
加雷思·托马斯一起跳伞。普赖斯86
岁时还为一家时装品牌担任模特，说
希望以此激励老年人积极生活。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最年长单人跳伞女性去世 享年88岁

据法新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安德
尔－卢瓦尔省洛什行政区。当地政府
官员纳迪娅·塞吉尔说，两架飞机当天
下午4时30分左右相撞。一架坠落
在一幢房子外的篱笆上，没有伤到地
面上的人；另一架坠落在几百米外一
片没有人家的区域。

稍小一架飞机上有一名50岁乘客，
飞行员66岁。另外一架飞机是型号为
DA40的观光飞机，载有两名年龄分别

为28岁和30岁的乘客，飞行员75岁。
站在院子里的一对夫妇说，他们

看到那架观光飞机掠过几座房屋房
顶，听到“巨大的撞击声”。

检察官格雷瓜尔·迪兰说，4具遗
体已被找到，一人失踪。

飞机相撞原因尚不清楚。洛什行
政区负责人马克·安热诺推测，刺眼的
阳光可能阻挡其中一名飞行员视线，导
致灾难发生。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两轻型飞机相撞 4人丧生1人失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报道，
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17岁少女左
腿长1.35米，右腿长1.34米,占身高
60%，

科林母亲说，很早就意识到女儿
比同龄人高。科林一家全是高个。她
目前身高2.08米，父亲身高1.96米，

兄弟身高1.93米，母亲身高1.7米。
科林一度为长得过高苦恼，总是

在意别人看她的目光，直到大学二年
级才变得自信。她利用社交媒体呼吁
人们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她说，
希望所有高个女性为自己的身高自
豪。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女孩腿长1.35米创纪录

英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多国养老
院老人正展开一场“公路世界”自行车
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路上骑行，而
是每天在养老院的健身器上蹬自行
车，累积里程展开竞赛。

据英国《泰晤士报》10日报道，这
场别开生面的比赛由挪威企业
Motitech组织，目前有2300名老人
参赛。这家企业专门为养老院自行车
健身器的屏幕提供风景视频。

英国沃里克郡一家养老院的两名
90多岁老人目前积分在所有参赛老
人中排名第七和第八。他们是97岁

的肯尼思·贾德和93岁的比尔·爱尔
兰，两人以前都是空军飞行员。今年
比赛中，贾德已经累计骑行1431公
里，在英国参赛老人中排名第一。

加拿大渥太华一家养老院的诺
曼·科泰今年累计骑行 6029 公里，
在所有参赛老人中排名第一。科泰
为此每天在健身器上蹬9个小时自
行车。英国老人爱尔兰对此惊叹不
已。不过，当他得知科泰“才”84岁，
就不那么惊讶了。他说：“哦，他还
很年轻。”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养老院老人展开“环世界”自行车赛

葡萄牙北部一座516米长的钢缆
吊桥拟于今年秋天开放，据称是世界
上最长的人行吊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报
道，这座桥位于葡萄牙小镇阿罗卡同
名地质公园内，以所在地名和桥的长
度命名为“阿罗卡516”。

吊桥由钢索悬起，桥面距离谷底
奔腾的河流176米。桥面宽0.91米，
由钢制网格连接而成，透过网格可俯
瞰山谷。桥的护栏为金属网栅。行走
桥上，人们可以饱览瀑布、峡谷和河流

等自然景观。走完吊桥通常需要10
分钟左右，如果快跑冲过只要4分钟。

吊桥由一家葡萄牙设计所设计，
历时3年建成，于今年7月完工。阿
罗卡政府发表声明说，建设吊桥旨在
吸引不同类型游客，包括工程爱好
者、渴望亲近自然的游客和极限运动
爱好者。

“阿罗卡516”建成之前，世界最
长人行吊桥为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
的“欧洲之桥”，全长494米。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葡萄牙建成世界最长人行吊桥

10月11日，一名女孩在澳大利亚悉尼公园儿童专属骑行道内骑车。
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悉尼市民选择户外骑行运动。悉尼市政府在悉尼

公园内打造了一条儿童专属骑行道路，让孩子们在更加安全的场地上享受骑行
健身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儿童骑行道：安全与乐趣兼顾

这是10月10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詹宁斯航拍的飓风过后的景象。
据当地媒体报道，飓风“德尔塔”9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后，造成美东

南地区多州发生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损毁严重。 新华社/美联

美国：飓风“德尔塔”过后

葡萄牙卫生总局
10日公布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过去24小
时该国新增确诊病例
1646例，创该国疫情
发生以来的新高。葡
萄牙曾于4月 10日
创下单日新增确诊
1516例的纪录，此后
逐渐下降。

葡萄牙和西班牙
10日在葡北部瓜尔
达市举行一年一度的
双边峰会。葡萄牙总
理科斯塔和西班牙首
相桑切斯在会后表
示，尽管近期两国新
冠疫情有所反弹，但
双方不会再因疫情
自行关闭两国边界，
将依据欧盟统一要
求行事。

意大利卫生部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日全国新增确诊病
例5724例，接近3月
28日单日新增5974
例的疫情峰值。

在过去一周中，
意大利政府开始再度
收紧防疫措施，包括
在户外和公共场所强
制使用口罩和监测体
温、向公众开放的企
业必须向顾客提供消
毒凝胶等，并将国家
紧 急 状 态 延 续 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此外，意大利还扩大
了在意边境进行预防
性筛查的欧洲国家数
量，同时增派日常巡逻
警力以更好监督人们
遵守最新防控措施。

自本月 3 日以
来，英国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持续走高，
保持在1万例以上，
4日更是日增超2万
例。10日该国新增
确诊病例15166例，
累 计 确 诊 590844
例。

英国政府日前表
示，近期数据增加是
由于9月25日至10
月2日间的15841例
确诊病例没有按时录
入疫情数据中，导致
近几日数据出现调
整。不过即便排除
这一“技术问题”，英
国疫情近期反弹也
较明显。

德国疾控机构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10
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截至当天零时，德
国较前一日新增确诊
病例 4721 例，累计
确诊 319381 例；累
计死亡9604例。

德国总理默克尔
9日表示认同德国部
分城市目前出台的宵
禁和禁酒令政策，但
强调要避免实施今年
年初时的“封城”政
策。德国卫生部长施
潘同时表示，随着秋
冬季的到来，德国将
对“保持距离、遵守卫
生措施、佩戴口罩”的
防疫规则进行扩充。

多国单日新增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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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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