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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巴黎10月12日电（记者陈
晨）法国总理卡斯泰12日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说，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发展，
法国“第二波疫情已成事实”，“防疫工
作不可松懈”。

卡斯泰说，法国政府正在根据疫情

发展情况采取防疫措施。“在未来15天
里，如果疫情指标继续恶化，特别是医
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入住率增长超出
预期”，不排除采取地区性的新一轮“禁
足令”。

法国上加龙省和埃罗省政府11日

晚宣布，自13日起，图卢兹市和蒙彼利
埃市将进入疫情最高警戒状态。

法国卫生部依据新冠发病率、65岁
以上老年人发病率及医院重症患者收
治情况，对全国101个省进行疫情分
级，包括一般警戒、加强警戒和最高警

戒三种状态。此前，巴黎、马赛等地已
进入疫情最高警戒状态。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16101 例，累计确诊病例达
734974例。

法国总理：

法第二波新冠疫情已成事实

拉美抗疫面临 考验
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确诊病例均超80万，位居世界前十之列

虽然拉美地区疫情仍然严重，但也
有部分国家抗疫取得较好成效。古巴
各地从6月中旬陆续解封，疫情最严重
的哈瓦那省已从10月1日起解除宵禁
和部分防疫限制措施。乌拉圭自3月首
次报告确诊病例至今，累计确诊病例仅
为2200多例。

与此同时，为尽早控制新冠疫情，
一些拉美国家积极推动自主研发疫苗，
推进有关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古巴8
月24日启动首款本土新冠疫苗临床试
验，委内瑞拉政府10月初接收俄罗斯

“卫星V”新冠疫苗并将开展临床试验。
疫情期间，不少拉美国家也加强了

同中国的抗疫合作。墨西哥城自治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多·齐利表示，中
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成效卓著，拉美国家
可向中国学习公共管理经验。玻利维亚
政治分析师妮科尔·霍尔丹认为，拉美国
家应同中国深入开展合作，中方可提供
复工复产所需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帮助
拉美国家加强卫生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0月11日电
记者吴昊 赵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拉美多国大幅
增加财政支出以抵御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导致公共债务规模迅速攀升。与此
同时，疫情令不少拉美国家普通民众生
活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矛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办事处主任路
易斯·洛佩斯-卡尔瓦和伊比

利亚美洲秘书处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
潘·马尤菲斯日前在西班牙《国家报》网
站联合撰文指出，拉美的新冠危机不仅
仅是卫生和社会经济危机，也是一场
治理危机。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多数拉美
国家医疗支出在政府预算中占比低，医

疗体系脆弱，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保参
与度低，无法充分应对新冠疫情等大规
模长期卫生危机，多国医疗系统有崩溃
风险。

哥斯达黎加卫生部长萨拉斯9月警
告，由于新冠疫情发展迅速，该国医疗
系统能力已近饱和，“国家处于非常脆
弱的时刻”。

巴西卫生部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500万例，成为全球继美国和印度之后
第三个超过500万例的国家。根据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10
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累
计确诊病例都超过80万，位居世界前
十之列。

巴西卫生专家表示，该国新冠疫情
曲线已在7月底达到顶峰，9月上旬新

增确诊病例数大幅下降，病毒传播现已
进入减速期。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以
及防疫限制措施逐步放松，巴西各地海
滩和酒吧均出现大量人群聚集，潜在风
险值得警惕。

秘鲁7月初解除大部分地区隔离限
制后，该国疫情出现快速蔓延势头。秘
鲁传染病学家胡里奥·查查伊表示，强制
性居家隔离措施结束后，民众放松警惕，
全国各地出现人群聚集现象，各类聚会

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病毒传播风险。
哥斯达黎加在疫情暴发初期控制

较好，但第二波疫情6月暴发后一直未
能得到有效控制。哥总统阿尔瓦拉多
表示，如不能有效遏制疫情上升势头，
政府可能被迫重新实行限制措施。

专家指出，目前，拉美地区多国新
增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呈持
续下降趋势，但疫情数据整体高企，局
部地区反弹风险仍较大。

11 日，拉美地区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 1000 万。
目前，虽然拉美地区部分国
家采取的抗疫措施渐获成
效且疫情有趋稳迹象，但该
地区疫情总体仍较为严重，
且地区内多国存在发展不
均衡、公共债务负担重、医
疗投入不足等问题，抗疫面
临不小挑战。

法国政府说，首都巴黎郊外一间
警察局11日凌晨遭到一伙身份不明
人员袭击。袭击者用烟花爆竹向那间
警察局发动“攻击”，持续约一个小时。

法新社报道，这是数月来针对法
国执法人员的最新袭击。袭击者约
40人，一些人手持铁棍，午夜前出现
在警察局附近。

受袭警察局位于马恩河畔尚皮
尼，在巴黎以东12公里处。电视新闻
画面显示，警察局的入口和数辆警车
受损，不过没有人员受伤。

这个城郊小镇的镇长洛朗·让娜
告诉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这起袭击
可能关联数日前有人骑滑板车遭警方

盘查，是一起蓄意报复事件。
虽然警方暂时没有指认袭击者，

也没有逮捕任何嫌疑人，但法国内政
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在社交媒体
推特说，“这些小伎俩吓不倒任何人，
不会打击我们的反毒品工作”。

检方11日说，已调查周边监控，
寻找相关线索。

警方工会代表说，这起袭击凸显
在巴黎郊区和其他大城市，针对执法
部门的安全威胁正在上升。位于马
恩河畔尚皮尼的这间警察局今年4
月已经遭到一次类似袭击，还有全国
其他地区数间警察局今年也遭遇类
似袭击。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巴黎市郊警察局遭“烟花”袭击

爱尔兰基尔肯尼郡一户人家25
年来坚持用同一组号码买乐透彩票，
上月底中得近540万欧元（约合4288
万元人民币）大奖。

这户人家不愿意公开姓名，经由国
家彩票局为应对疫情引入的邮递方式
兑奖。英国《镜报》11日以这户人家的
父亲为消息源报道，中奖彩票9月23日
购自基尔肯尼市郊一家商店。公布中
奖号码时，“我正在店内排队，但是我余
光扫到报纸”，“我们25年来一直用同

一组号码，所以我大老远就能认出来”，
甚至“不用拿出彩票核对号码”。

这名男子回家向家人宣布这一喜
讯。一开始他进门告诉家人有件重要
的事，家人们以为要听到坏消息，但从
听说中奖后“就没停止过笑”。

这是爱尔兰1988年开始推出乐
透彩票以来基尔肯尼郡第25次出现
大奖，中奖金额合计超过3470万欧元
（2.76亿元人民币）。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25年用同样号码买彩票
爱尔兰一家庭中大奖

日本东京一家游乐园推出“游乐工
作”活动，将摩天轮轿厢和水上乐园岸
边区域改为办公区，不仅可以在游人因
新冠疫情减少的情况下赚外快，还能向
办公族提供别样远程办公环境。

日本“天空新闻24小时”网站12
日报道，读卖乐园在水上乐园泳池岸
边摆放桌椅，提供电源和无线局域网，
以方便远程办公族办公。游乐园还把
摩天轮轿厢改为办公室，提供便携式
无线路由器。有需要者可在轿厢内办
公一小时。

有意在这些地点办公者可在读卖
乐园官网预订门票，工作日门票单价
1900日元（约合121元人民币），其他
时间单价 2000 日元（127.4 元人民
币）。读卖乐园15日开始接待远程办
公者，允许他们免费停车以及免费使
用园外洗手间。

按园方规定，最多两人可以“合
租”水上乐园岸边办公区和摩天轮轿
厢，每人门票价格1800日元（114.6元
人民币）。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日游乐园摩天轮轿厢变身办公室

美国俄勒冈州一名3岁男童在家
中抽屉内发现一把手枪，意外击中自
己头部，抢救无效后死亡。

美国广播公司附属电视台10日
以华盛顿县治安官办公室为消息源报
道，男孩名为詹姆斯·肯尼思·林德奎
斯特，9日晚独自待在家中一间卧室
时，发现抽屉内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21时50分左右意外扣动扳机。家人
急忙拨打紧急救助电话911，急救人
员急救未果，立即送他去医院。医院

方面接近24点宣布他死亡。
警方现阶段着手调查，尚未提起

任何指控。
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林德奎斯

特的父亲及其女友以及另一个孩子也
在家中。尚不清楚涉事手枪归谁所有
以及林德奎斯特如何拿到手枪。

警方呼吁持枪者锁好枪械，让未
成年人远离它们，以免类似悲剧再次
发生。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抽屉翻出手枪 美3岁男童意外开枪后死亡

正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俄罗斯航
天员伊万·瓦格纳向俄罗斯航天局控
制中心专家报告，国际空间站俄罗斯
舱段的温度因漏气缓慢升高。控制中
心一名专家说，舱内温度预期12日恢
复正常。

国际空间站去年9月发现轻微漏
气。至今年8月，泄漏率比先前增加了
5倍。经过排查，航天员发现漏气位置
是俄罗斯舱段“明星”舱。由于裂缝

“非常细小”，暂时无法确认具体位置。
瓦格纳、俄罗斯航天员阿纳托利·

伊万尼申和美国宇航员克里斯托弗·

卡西迪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俄航天局载人航天项目主管谢尔

盖·克里卡列夫说，如果航天员无法解
决漏气问题，可能需要额外向国际空
间站运送空气。

国际空间站并非首次漏气。按照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员的说法，这
次漏气的严重程度不及2018年一场
类似事件。2018年8月，与国际空间
站对接的“联盟MS-09”飞船漏气，宇
航员在飞船轨道舱舱壁发现长度接近
2毫米的裂缝，紧急修补。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漏气致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温度升高

肯尼亚甜水自然保护区的一只鸟在筑巢（2019年9月29日拍摄）。
非洲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陆，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从地中海到好望角，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遍布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
“非”常之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流连忘返。 新华社记者 谢晗 摄

魅力非洲 “非”常之美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1日电（记
者谭晶晶）一些国家前段时间报告了新
冠患者经治疗康复后症状消失，但体内
仍能检测到病毒的案例。那么几个问题
随之引发关注：感染新冠病毒后，传染性
会持续多长时间？患者康复后是否还会
传播病毒？康复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能持续多久？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称，
现有数据表明，新冠轻度至中度症状患
者具有传染性的时间是症状出现后的10
天内；重症患者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可
能在症状出现后20天内具有传染性。

据美疾控中心介绍，新冠患者康复
后仍有可能在其上呼吸道样本中检测到
新冠病毒核糖核酸，尽管其浓度可能远
低于患病期间的水平。现有数据显示，
有的患者虽然康复，且已没有传染性，但

在从其最初感染时间算起3个月内，重
新检测的结果可能仍为阳性。

有专家认为新冠患者康复后是否具
有传染性有待观察。美国西北大学医学
院麦克亨利医院内科医生约翰·安德森
说，一些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传染期比想
象的更长，某些病毒会在症状消失很长
时间后仍继续传播。

据该院网站介绍，咳嗽或发烧等症
状并不是具有传染性的唯一指标。在身
体出现患病症状前，被病毒感染者就可
能已经具备传染性。患者感觉身体恢复
也并不意味着其身边人群就安全了。一
些患者在症状消失后仍具有传染性，可
将携带的病毒或细菌传播给他人。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9月发表
的一项研究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医学院团队对新冠轻症患者的检测

结果显示，他们体内抗体水平几乎每36
天就减半。 这一结果与此前中国研究
团队6月在《自然·医学》发表的研究结
果相似。中国研究团队在重庆市进行的
调查发现，约90%的病例在出院后两个
月总抗体水平会降低70%以上。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
东尼·福奇曾经表示，研究文献显示，人体
对其他已知冠状病毒的免疫力通常仅持
续3至6个月，最长也不大可能超过一年。

美国、中国香港及欧洲此前都报告
了新冠二次感染病例。对病毒的基因测
序显示，这些患者两次感染的新冠病毒
毒株存在差别，因此确认是二次感染。
与其他几例二次感染病例症状轻微或无
症状不同，美国报告的病例二次感染新
冠后病情较严重。

为何新冠患者康复后也不能大意菲律宾超过
1万名医护人员感染

据新华社马尼拉10月12日电
（记者袁梦晨 杨柯）菲律宾卫生部
12日通报说，目前该国累计已有
10178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63名医护人员已经去世。

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玛丽
亚·罗萨里奥·韦尔吉雷说，根据
最新统计数据，在10178名感染新
冠病毒的医护人员中，9562人已
经康复。在现存的553例医护人
员病例中，94%为无症状感染者
和轻症患者。

菲卫生部数据还显示，在该国
感染新冠病毒的医护人员中，护士
及护工感染人数最多，有4317人；
其次为医生，有1801人。感染者还
包括医学技术人员、助产士、医院行
政人员等。

?

形势仍严峻

抗疫促合作

防疫有难点

巴西医务人
员在治疗新冠患者
的重症病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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