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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巴黎12月24日电（记者徐
永春）法国总统府24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截至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无新冠
症状，根据相关规定，马克龙自当日起可
以解除隔离。

公报说，在隔离期间，马克龙保
持远程办公，继续处理重要的国家
事务。

马克龙在公报中呼吁，在接下来的
圣诞节假期期间，法国民众应重视疫情
防控，遵守开窗通风、佩戴口罩、勤洗手
等防疫行为准则。

法国总统府17日宣布，马克龙当
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在确诊后随即
开始自我隔离。根据法国的防疫规定，
马克龙应自我隔离7天。

南非卫生部23日说，第二波新冠疫
情正在南非“以指数级别”扩散。这一波
疫情很可能由变异的新冠病毒导致，为此
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第二波疫情来势迅猛

统计数据显示，23日南非新增确诊
病例14046例，检测阳性率高达26%，
累计确诊954258例。同时，单日新增
死亡病例数创下新高，达到411例，累
计死亡25657例。

南非今年7月底经历了第一波疫
情高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在1.3万
例左右。随后，疫情逐渐平稳，每日新

增病例数降至2000例左右并维持了数
周时间。但从11月中下旬开始，疫情
出现反弹。

11月底南非还发生了新冠病毒群
体感染事件。全国高中毕业生为庆祝毕
业举办狂欢派对，甚至有大批学生跨省
参加，且不采取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南
非经济中心豪登省卫生部门说，仅在该
省有据可查的跨省参加派对的学生就有
1300多人，其中近千人感染新冠病毒。

随着圣诞假期到来，南非预计将会
有数百万人出行度假或返乡。医学专
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病毒加速传播几
乎已成定局。

南非卫生部说，第二波疫情的发展

速度要比第一波更快。因此，政府正在
考虑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第二波疫情也给南非医疗系统带来
了沉重压力，不少医院面临病床短缺的情
况，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紧张的状况尤其严
重。为此，医院不得不临时调整病床和医
护人员配备，并推迟了大量非紧急手术。

病毒变异引关注

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也引发了各
方关注。

南非卫生部先前表示，最近临床流
行病学观察发现，越来越多的南非年轻
人感染上新冠病毒。研究发现一种名

为“501.V2”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可能
是导致上述情况以及病毒传播加速的
原因之一。

变异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南非夸祖
鲁-纳塔尔省研究创新与测序平台负责
人图利奥·德奥利韦拉说，目前正值南
非的夏天，并不适合新冠病毒传播，疫
情此时出现大幅度反弹很不寻常。因
此，研究人员加强了对病毒的基因组监
测并发现了病毒变异。

为防止变异病毒传入，包括毛里求
斯、瑞士、德国、土耳其等在内的多个国
家已禁止来自南非的航班入境。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2月24日电
记者荆晶 田弘毅）

南非第二波疫情“以指数级别”扩散
这波疫情很可能由变异的新冠病毒导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3日
说，超过100万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两
剂中的第一剂，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免疫接种计划中的一个里程碑。不
过卫生专家担心，美国在本月内为
200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目标不可
能实现，明年年初开始为从事关键性工
作人群接种疫苗可能面临诸多问题。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分别于本
月11日、18日批准两款新冠疫苗的紧
急使用授权申请。他们分别为美国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联合研发的疫苗，及美国生物技术企
业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这两款疫苗均
需接种两剂，间隔分别为21天和28天。

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美国当选总
统乔·拜登21日在电视直播中接受新
冠疫苗注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
长亚历克斯·阿扎、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22日也在
电视直播中公开接种疫苗。

美国陆军将领、疫苗和药物攻关计划
“曲速行动”负责人古斯塔夫·佩尔纳23
日说，美国今年年内预计共将收到2000
万剂疫苗，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下周将
分发467万剂疫苗。美国疾控中心说，超
过950万剂疫苗已经运送至各州。

佩尔纳说，这2000万剂疫苗要到

明年1月第一周才能全部运送完毕。
“曲速行动”首席顾问蒙塞夫·斯拉维
说，完成这批疫苗接种要拖得更久，在
本月内为2000万人接种第一剂的目标

“不可能实现”。
斯拉维说，在疫苗分发到疫苗接种

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延迟。路透社说，至
少300万剂疫苗上周被送至各接种点，
其中仅100万剂被使用，其余仍储存在
医院等设施的冷库内。

福奇对全美疫苗接种前景表达信
心。他23日在采访中说，人们最早明
年6月或7月可以举办婚礼等聚集性
活动。他说养老院、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关键性职业从业人员、老年人和高
风险人群按计划将在明年3月或4月
初完成接种，之后进入“开放期”，普通
人想接种的都可以得到接种。福奇估
计，到明年仲夏，大约70%至85%的美
国人口将完成接种。

现阶段美国新冠疫苗接种针对医
务人员，在医院等场所进行，识别对象
身份相对简单。到明年1月至2月，将
开始针对从事关键性职业人群接种。
一些卫生专家担心，届时在核实接种对
象身份、哪些人群拥有接种资格、组织
接种工作时，各州可能面临挑战。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百万人口接种疫苗
后续接种面临挑战

科威特卫生部24日宣布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数月内为所有在科
本国公民和居民提供免费接种。

图为12月24日，一名女子在科威特哈瓦利省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展示新冠
疫苗。 新华社发

科威特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位于法国巴
黎以北的尚蒂伊
城堡每年都会举
办特色活动迎接
圣诞和新年的到
来。今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尚蒂
伊城堡只开放花
园和商店部分，
入口处设立了零
星圣诞小屋。

图为 12 月
23 日拍摄的尚
蒂伊城堡。

新华社发

法国古堡“瘦身”迎圣诞

今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意大
利正经历一个难
以欢乐的圣诞
季。圣诞新年
期间，包括大部
分时间餐厅都
将关闭堂食，禁
止跨地区出行，
晚 10 点至次日
早上宵禁。

图为 12 月
24日，一名男子
在意大利罗马斗
兽场附近跑步。

新华社/路透

意大利：难以欢乐的圣诞季

美国海军23日宣布，埃米·鲍恩
施米特将出任“亚伯拉罕·林肯”号核
动力航空母舰舰长。她将是美军航母
首名女舰长。

鲍恩施米特定于今年夏季上任。
美国海军简介显示，鲍恩施米特创造
过美国海军多个“第一”。她1994年
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同年，女性
首次获准在美军作战舰艇和飞机上服

役。后来，她曾作为直升机飞行员服
役。2016年9月至2019年1月，她出
任“林肯”号航母副舰长，是首名航母
女副舰长。2019年 11月至今年10
月，她在“圣迭戈”号两栖船坞运输舰
上担任舰长。

“林肯”号是美国海军11艘核动
力航母之一，隶属太平洋舰队。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女性首次出任美军航母舰长

新华社新德里12月24日电（记
者胡晓明）印度23日首次成功试射一
枚陆军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23
日晚发表声明说，此次发射是在印
度奥迪沙邦昌迪普尔基地综合试
验场进行的。导弹摧毁了一个无
人机靶标。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枚导弹由印
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以色列航
空航天工业公司联合研制，长4.5米，
重约2.7吨，可携带60公斤核弹头。

这是印度首次测试陆军版中程
地对空弹道导弹。2016年，印度在
昌迪普尔基地综合试验场试射了3
枚海军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印度首次成功试射
陆军版中程地对空弹道导弹

美国一支乐队为一首歌制作的音
乐视频（MV）创下世界最长 MV 纪
录。要想看完它，即使24小时不间断
地看，也要用上将近118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日报道，
这支MV由“21名飞行员”乐队制作，
时长117天16小时10分钟25秒，已获
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21名飞行员”乐队今年4月发行
歌曲《忧虑的水平》，6月宣布用歌迷上
传到一个专门网站的视频为这首歌制

作一支“永不结束的”MV。
他们6月21日开始在视频共享网

站优兔上持续播放这支MV，歌曲部分
循环播放，每次重新开始播放时会配上
一段歌迷新上传的视频。

不过，这支MV并非“永不结束”，
最终停止在12月16日。

先前的世界最长MV纪录由美国歌
手法雷尔·威廉姆斯于2013年创下。他
为自己的歌曲《快乐》制作的MV时长
24小时。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最长MV 近118天才能看完

虽然德国因为新冠疫情不允许观
众现场观看足球比赛，但一家足球俱乐
部参加的一场比赛却售出7万多张门
票。这家俱乐部为渡过疫情难关，以出
售所谓“幽灵球票”的方式筹款，得到球
迷大力支持。

英国《卫报》23日报道，丙级球队
德累斯顿迪纳摩体育俱乐部以每张5
欧元（约合 40 元人民币）价格卖出
72112张“幽灵球票”，购买者可得到一
张用于收藏的纪念球票。这些球票用
于“观看”该俱乐部22日在主场与达姆

施塔特足球俱乐部的一场比赛。
这些球票的数量相当于德累斯顿

迪纳摩体育俱乐部上个赛季平均每次
主场作战售出球票数量的近三倍，是球
场座位数的两倍多。德累斯顿迪纳摩
体育俱乐部在官网上说，在他们参加过
的比赛中，只有两场他们客场比赛的观
众数量超过这次。

相对于德甲球队，德国丙级球队受
疫情冲击更大，因为俱乐部收入更多来
自出售现场观赛球票。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幽灵球票”热卖

新华社维尔纽斯 12月 23日电
（记者郭明芳）立陶宛国防部23日发
表声明说，立陶宛本周早些时候与美
国签署合同，增购价值1000万美元的

“标枪”中程反坦克导弹系统。
声明说，采购涉及导弹、发射装

置和该系统的其他配件，计划于
2024年到货。这批“标枪”反坦克导

弹系统对增强立陶宛作战能力和威
慑力尤为重要。

“标枪”反坦克导弹是由美国雷神
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制
的一种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主要
用于精准摧毁各种坦克和装甲车。
2002年立陶宛成为首个从美国采购
该型号导弹的国家。

立陶宛从美国增购“标枪”反坦克导弹

关注全球抗疫

英国将再次调升多地防控级别英国将再次调升多地防控级别
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23日表示，英格兰东部
和东南部更多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将调升至最高的
第四级。此外，英国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新的变异
病毒感染的两例病例均与近期的南非旅程有关。

图为23日，一名打扮成“米老鼠”的男子在英国伦
敦的威斯敏斯特桥上行走。 新华社发

法国总统马克龙解除隔离

法国总统马克龙。 新华社发

新加坡卫生部23日晚宣布，英国
发现的一种传播力可能更强的变异新
冠病毒首次传入新加坡，确诊者是一名
本月初从英国返回的女留学生。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这名女子
现年17岁，今年8月赴英国留学，本月
6日回国后在指定地点接受隔离，7日
开始发烧，8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加坡卫生部说，后续检测发现，她所
感染的病毒是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

“B.1.1.7”。
这名女子的所有密切接触人员已

完成14天隔离，并在隔离结束时接受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卫生部说，没有
证据显示，“B.1.1.7”已在新加坡形成社

区传播。
新加坡近期对欧洲输入病例做病

毒基因测序。除了这名女子，另有11
例欧洲输入病例的初步检测显示为

“B.1.1.7”毒株，卫生部正在等待后续检
测的结果。

路透社报道，新加坡目前单日新增本
土病例几乎为零，已禁止近期到访英国的
旅客入境，以遏制变异新冠病毒传播。

“B.1.1.7”毒株在英国称“VUI-
202012/01”，意为“2020年12月调查
的第一种变异毒株”，据英国研究人员
分析，传染力比之前在英国发现的毒株
高至多70%。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新加坡首现
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