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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关注全球抗疫

欧洲疫情又凶猛 多国考虑再“封城”
从东到西，欧洲多个国家近几周来新冠疫情扩散迅猛，有

的病例激增速度超过今春第一波疫情暴发时期，迫使政府重新
收紧限制经济活动和人员聚集的防疫措施，只差全面“封城”。

在欧洲联盟内，无论是最早沦陷的
“重灾区”，还是曾经的抗疫“标兵”，不
少国家在第二季度陆续解禁后，都出现
第二波疫情，且日益严重，单日新增病
例不时刷新纪录。

作为欧洲最早大规模暴发疫情的
国家之一，西班牙21日通报，过去24
小时新增16973例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00.5万例，成为欧盟首个、全球第六
个病例数破百万国家。当天新增156
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3.4万例。这一
波疫情的致死率低于3月底至4月第
一个高峰期，当时基本每天病亡800人
以上，但现在新增病例年龄中位数有所
降低。

德国一度被视为欧洲抗疫“典范”，
但5月逐步解禁后没能抵挡疫情反弹，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2日报告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首次上万，达11287万例。
卫生部长延斯·斯潘21日宣布，他的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人口3800万的波兰21日通报新
增确诊逾1万例，刷新该国纪录，累计
近20.3万例。

比利时卫生大臣形容该国近日病
例激增速度和规模如同“海啸”。全国
1100万人中，已有逾1万人死于新冠
病毒，病亡率之高在全球居前列；截至
20 日的 14 天感染率达到十万分之
800，在欧洲仅低于捷克。

来势汹汹

新一波疫情高峰使各国医疗系统
再次面临“过载”风险。

西班牙政府准备让医院除了收治
新冠病患以外推迟所有非必要手术和
其他诊疗程序。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类
似措施。

荷兰NYZ医院联盟发言人沃特·
范德霍斯特说：“我们的病床（占用率）
已达极限。”

波兰副总理、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

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说，当前抗疫工
作重心在于全力保障医疗系统顺畅运
作。美联社报道，波兰正准备扩充救治
新冠患者的医院病床，从1.7万张提高
到3万张。首都华沙的国家体育馆和
其他大城市的大型展览厅正被改造成
临时医院。目前仍有2000多台呼吸机
可用，但医学专家说，会操作的医务人
员可能不足，受过麻醉科专业训练的护
士尤为短缺。

医院负重

为止住疫情扩散步伐，欧洲多国政
府不同程度提高防疫级别、重新收紧限
制措施。

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
21日说，他有意从24日起将执行最严
格防疫机制的“红区”扩大到全境。
400个县中约150个县、华沙等大城市
已被划为“红区”，要求居民在所有户外
公共场所需佩戴口罩，禁止举办婚礼等
聚集活动，限制公共交通或商店人流，
缩短餐厅营业时间，关闭游泳池和健身
房等休闲设施。

比利时政府下令酒吧和餐馆本周

起关闭一个月并实施宵禁。抗疫事务
发言人伊夫·范拉特海姆告诉LN24电
视台，他个人认为，假如无法遏制疫情
势头，政府可能从下周末开始实施新一
轮“封城”措施。

爱尔兰政府宣布从21日午夜开始
实施新一轮封控举措，持续六周，包括
关闭“非必需”商铺、餐馆禁止堂食、居
民只能在住所周围 5公里范围内活
动。这些措施为欧洲当前最严，总理迈
克尔·马丁说，其目的之一是保证大家
能够欢度圣诞节。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几近“封城”

德国新冠病例日增破万

近三分之一地区疫情超“警戒线”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天零

时，德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287例，创疫情发生以来新高。按照当地
标准，德国已有近三分之一县市成为疫情热点地区。图为一名工作人员在法兰克
福机场引导乘客前往新冠病毒检测中心。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1日电 英
国首相府21日宣布，英国与欧盟未来
关系谈判将于22日重启，但不排除双
方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

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说，英
国已做好与欧盟团队重启谈判的准
备，双方共同确立了密集谈判阶段的
一些原则。据悉，第一阶段谈判将于
22日至25日在伦敦举行。

首相府表示，在谈判最艰难的领
域，英国与欧盟的立场仍然存在重大
分歧。双方都明确表示，达成协议需
要共同努力。“谈判完全有可能不会
成功。”

英国首相约翰逊9月7日表示，
10月15日将是英国与欧盟达成贸易

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不能达成
协议，“双方应接受这一事实”。负责
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
巴尼耶表示，谈判尚未结束，欧方将努
力工作“直到最后一天”。他建议英方
将谈判持续到10月底。

欧盟国家领导人10月15日在布
鲁塞尔举行会晤后，英方一度表示，欧
盟峰会标志着双方谈判已经结束，如
果欧盟不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就没有
再谈的必要。

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
随后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若
过渡期内英欧未达成贸易协议，双方
贸易自2021年起将回到世贸组织框
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

英国宣布重启与欧盟未来关系谈判

俄罗斯宇航员阿纳托利·伊万尼申、伊万·瓦格纳和美国宇航员克里斯托弗·
卡西迪结束在国际空间站196天的任务，22日在哈萨克斯坦成功着陆。这3名
宇航员今年4月9日搭乘同一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共在国
际空间站停留196天。这期间，国际空间站绕地3136圈。

图为搜救队伍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附近的着陆场工作。 新华社/美联

三名国际空间站宇航员成功返航

新华社休斯敦10月21日电（记
者高路）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一家
夜总会20日夜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3人死亡、1人受伤。

当地警方21日说，枪击发生在当
地时间20日21时45分许，夜总会当
时人员爆满，有目击者向警方证实听
到8至10声枪响。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有4人中

弹，其中3人当场死亡，另一人被送往
医院救治，目前已无生命危险。调查
人员表示，3名死者均为经常到夜总
会演出的年轻说唱歌手。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至少有两
名枪手参与了枪击事件并在事发
后逃逸，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
人。枪击事件的具体原因仍在调
查中。

美国休斯敦一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3死1伤

阿亚两国纳卡地区冲突仍在继续
俄外长分别与两国外长会谈讨论落实停火问题

阿、亚再指对方破坏停火

美方有意斡旋纳卡冲突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 10 月 21 日电
（记 者 李 铭）阿亚美尼亚在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冲突 21
日仍在继续。

阿塞拜疆通讯社援引阿国防部
的消息报道说，20日至 21日，阿亚双

方在富祖利、阿达拉等前线地区的战
斗一直在进行，阿方击落亚方 3 架无
人机。

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说，当天在纳
卡地区接触线的南部和北部仍有战斗。
报道援引纳卡军事部门的消息说，自本

轮冲突爆发以来，纳卡方面死亡军人已
达834人。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记
者吴刚）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1日发表公
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20日和21日在莫
斯科分别与到访的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

莫夫和亚美尼亚外长姆纳察卡尼扬举行
会谈，讨论了落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停火问题。

公报说，相关会谈主要讨论了落实
纳卡地区停火协议以及创造条件持续解
决该地区冲突等问题。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纳卡）地区新近达成、实施人道主
义停火的协议18日生效以后，双方20日
继续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击。

亚、阿两国外交部同一天证实，两国
外交部长定于23日赴美国首都华盛顿
讨论纳卡冲突。

相互指责

阿塞拜疆国防部20日报告多地出
现冲突，包括邻近纳卡实际接触线的区
域。阿塞拜疆方面说，本轮冲突爆发以
来，61名阿塞拜疆平民在冲突中丧生、
282人受伤。

路透社以纳卡地区多名官员为消息
源报道，这一地区20日早晨出现炮击，
纳卡南部战斗尤为激烈。

亚美尼亚国防部一名发言人19日
说，亚美尼亚军队在纳卡地区击落阿军5
架无人驾驶飞机。国防部长阿尔茨伦·

霍夫汉尼斯扬当天早些时候说，纳卡实
际接触线以南的冲突稍有缓和。

纳卡方面19日说，本轮冲突爆发以
来，729名军方人员和37名平民丧生。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9月27日在纳
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都指责对
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进攻。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
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归属问题爆发战争。
两国1994年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一直
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时有冲突。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和阿
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19日分
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记者采访时都证实，
他们准备前往俄首都莫
斯科对话。

俄、阿、亚三国外长10日
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阿塞拜疆和
亚美尼亚达成停火协议，同意
当地时间10日12时起

在纳卡地区停火。但停火协议生效以后，
阿亚双方仍不断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
攻击。亚阿两国17日宣布已达成在纳卡
地区人道主义停火的协议，双方同意当地
时间18日零时起人道主义停火。

派观察员？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
贾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日讨论纳卡冲
突。被问及向纳卡地区派出联合国观察员
的可能性，涅边贾说这需要安理会授权。

“这不是一个快速进程，”塔斯社援
引涅边贾的话说，“派谁去那里，职责是
什么——这仍然是正在讨论的问题。”

涅边贾暗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可能介入观察团派出事宜。

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安

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身）成立由
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罗斯、美国、
法国三国为共同主席国。自此，纳卡问
题不同级别谈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
续举行，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方斡旋

阿塞拜疆外交部20日向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记者证实，阿塞拜疆外长杰洪·
巴伊拉莫夫定于23日赴华盛顿会晤美
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欧安组织明斯
克小组共同主席国代表，讨论纳卡冲突。

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确认，
亚美尼亚外长祖赫拉卜·姆纳察卡尼扬同
样定于23日访问华盛顿，就实现纳卡地区

“持续、可验证的”停火会晤蓬佩奥。
暂时无法确认蓬佩奥是否会与阿、

亚两国外长举行三方对话。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图为纳卡冲突中受损的建筑图为纳卡冲突中受损的建筑。。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新华社东京10月22日电 据当
地媒体22日报道，日本研究人员日前
实施了一台移植免疫细胞治疗癌症的
手术，用于移植的免疫细胞由诱导多
能干细胞（iPS细胞）培养而来。这是
日本首次尝试利用iPS细胞治疗癌症。

据日本共同社等22日报道，千叶
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
本月14日对一名头颈部恶性肿瘤患
者实施了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
胞）移植手术。手术采用注射形式，向
患者癌组织附近血管一次注射约
5000万个NKT细胞。首次注射后患
者情况良好，患者还将接受两次注射。

NKT细胞是一种可对癌细胞发
动高效攻击的免疫细胞，但人体内仅
有少量这种细胞。研究人员从健康人
的血液中采集NKT细胞并培育出iPS
细胞，再使iPS细胞分化增殖出大量
NKT细胞后注入患者体内。

iPS 细胞是通过对成熟体细胞
“重新编程”培育出的干细胞，拥有与
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分化潜力。

研究小组计划2022年3月前对4
至18名接受标准治疗后病情复发的
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同样的免疫
细胞移植手术，以确认这种疗法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日本首次尝试利用iPS细胞治疗癌症

德国女子斯特凡妮·克拉森从16
岁起就没再剪过头发，至今已保留长
发15年，被媒体称为真人版“长发公
主”。一头金色长发如今比她身高还
多出5厘米，但她下决心等头发长到2
米再剪。

克拉森现年31岁，住在杜塞尔多
夫，是一名保安人员，身高1.73 米。
英国《每日邮报》21日援引她的话报
道，她爱把一头长发和美女联系在一
起，15岁时决心留长发，但直到2005
年年满16岁才开始付诸行动。在那
之前，她的父母不同意她长发过肩。
她猜测父母这样做“是为便于打理”。
留了三年头发后，克拉森发长过肩，她
感觉自己因此变得更漂亮。

克拉森使用普通洗发水和护发

素，一周洗两次头发。她觉得最困难
的是让湿头发快点变干。“我常湿着头
发睡觉，等到醒来时头发就干了……
我不用吹风机，因为热风会损伤头
发”。尽管不剪发，克拉森每月会剪掉
受损发梢。

依照克拉森说法，她的头发每月
长大约1厘米，当发长超过多数女性
发长后，她受到更多关注。她在社交
平台照片墙上开设专门账号，记录自
己留长发过程，比如头发长到脚踝，拍
照留影。她说：“随着头发越留越长，
我越来越愿意在不同背景下展示它。”

克拉森估计，到2022年，她的头
发能长到2米。她打算那时考虑剪掉
一点，但要保证至少发长及地面。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德真人版“长发公主”15年不剪发

为更好衔接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出
行，韩国首都首尔定于26日起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公交车搭载自行车试点项
目，部分线路公交车后部将安装自行
车架，供乘客放置自行车。

韩联社22日报道，试点项目涉及
5条公交线路。其中，两条线路的公交
车后部安装自行车架，每个车架可载两
辆自行车。另三条线路的公交车内部

将辟出专门区域停放自行车，每辆公交
车仅能放置一辆自行车。不过，工作日
7时至10时以及17时至20时高峰时段
公交车不得搭载自行车。

首尔市一名主管交通事务的官员
说，出租车和地铁也着手准备类似项
目。首尔市政府说，如果公交车试点
进展顺利，明年上半年将推广至其他
公交线路。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首尔部分公交车将试行搭载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