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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圣保罗5月22日电（记者宫若
涵）巴西卫生部22日傍晚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过去24小时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6490例，累计确诊16047439例；新增死
亡病例1899例，累计死亡448208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目
前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位列全球第
三，累计死亡病例数排在全球第二。

巴西主流媒体根据各州卫生厅数据
统计得出，在截至22日的一周里，巴西
日均新增确诊65127例，比两周前增长
7%；日均新增死亡1920例，比两周前下

降 10%。截至 22 日 20 时，全国有
41830634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
占总人口的19.75%，20572545人接种
两剂疫苗，占总人口的9.72%。

对于马拉尼昂州20日确认发现巴
西首批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
B.1.617感染病例，巴西卫生部长马塞
洛·凯罗加22日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
种变异病毒在巴西发生了社区传播，政
府将采取措施阻断该病毒的传播，例如
在机场和高速公路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大
新冠病毒检测力度。

巴西确诊病例超1600万
累计死亡近45万例

关注全球抗疫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2日14时49分

（北京时间20时49分）

世卫组织：

全球新冠病例

英国广播公司（BBC）前记者马丁·巴希尔称，他虽然以造假手段获
得采访戴安娜王妃的机会，但那次轰动性专访并没有对她造成伤害，他不
应该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一系列后续事件担责。

虽然以造假手段获得采访戴安娜的机会

BBC前记者仍称没有伤害王妃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2日发表对巴
希尔的采访。他承认伪造银行对账单，对
戴安娜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
王子表达歉意，但坚称他的行为没有伤害
戴安娜。

巴希尔说，“显然，我后悔，这是错
的”，但这与戴安娜同意接受采访“无关”。

“我从没想过以任何方式伤害戴安
娜，也不认为我们这样做过，”巴希尔说，

“就采访而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
她的意愿，从她希望何时通知白金汉宫、
何时播出采访，到采访内容……我和我的
家人都爱她。”

“我不觉得我该为她生活中随后发
生的许多其他事情……负责，”他说，“我

能理解（归咎于我）的动机……但是把这
场悲剧、王室和媒体之间关系棘手的责
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感觉有点不合理
……有关我应该负很大责任的说法不合
理、不公平。”

1995 年，戴安娜在BBC时事节目
《全景》中接受巴希尔专访，披露了她与
查尔斯王子的婚姻内幕，包括她与陆军
上尉詹姆斯·休伊特的绯闻以及卡米
拉·帕克·鲍尔斯在这段婚姻中所扮演
的角色。

超过2200万英国观众当时收看了
那次访谈，这一爆炸性新闻震惊英国
王室和全国，后来在电视界获得一系
列奖项。

巴希尔如何说服戴安娜接受采访
长期受到质疑。1996年，BBC作内部
调查，认定巴希尔没有不当行为。去年
11月，BBC委托前资深法官约翰·戴森
牵头作独立调查，本月20日发布一份
120多页的调查报告。调查认定，巴希
尔伪造银行对账单并出示给戴安娜的
弟弟查尔斯·斯潘塞，暗示戴安娜身边
几名助手受雇于安全部门，对她实施监
视。巴希尔说服斯潘塞安排他与戴安
娜见面，并赢得她的信任。

戴森的调查指出，巴希尔行为不
当，BBC的内部调查也存在缺陷，没有
做到公正和透明。威廉与哈里20日分
别发表声明，指责BBC以欺骗手段获

得对母亲戴安娜的专访。威廉说，那次
采访是让父母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也
加重戴安娜最后岁月的“恐惧、偏执和
孤立”。哈里说，巴希尔采取的欺骗性
手段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戴安娜的死亡。

戴安娜1996年与查尔斯离婚，次
年在法国首都巴黎躲避“狗仔队”追踪
时发生车祸遇难，时年36岁。

专访戴安娜让巴希尔从名不见经传
到开始在业界扬名。上周，在戴森将调查
报告递交BBC前几小时，58岁的巴希尔
以健康理由辞职。

主持 BBC1996 年内部调查的托
尼·霍尔22日辞去英国国家美术馆董事
会主席一职。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警方说，一名两岁多男孩22
日独自驾车，撞上交通标志牌，所幸没
有酿成人员伤亡。

德新社23日以警方为消息源报
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德国中部小镇派
讷，涉事男孩只有32个月大。男孩拿
了父母的车钥匙，钻进汽车，成功发动
车辆，一溜烟开了出去。

警方说，男孩驾车开了大约150
米，然后撞上一块交通标志牌。马路
上的其他司机注意到事故现场，赶紧
帮忙取下男孩车钥匙，确保他不再乱
操作。

警方着手调查男孩如何从父母那
里获得车钥匙以及孩子究竟为何能够
开车。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两龄童驾车惹祸

这是5月21日拍摄的美国纽约“水上小岛”公园。
纽约“水上小岛”公园21日向公众开放。该公园位于哈得孙河面上，由132

个混凝土桩上的花盆状结构组成。 新华社/法新

纽约“水上小岛”公园开放

5月23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南河内的一处投票点投票。
越南第十五届国会代表选举投票23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将从866名候

选人中选出500名国会代表。 新华社/法新

越南举行第十五届国会代表选举

英国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接
种辉瑞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对防止印
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出现
症状“非常有效”。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22日说，研究
人员经过分析4月5日至5月16日之
间的数据，发现接种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
发的疫苗第二剂两周后，防止印度报
告的变异新冠病毒B.1.617.2感染者出

现症状的有效率为88%；与之相比，防
止英国报告的变异病毒B.1.1.7感染者
出现症状的有效率为93%。

如果接种的是英国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的疫苗，防止变异病毒B.1.617.2
感染者出现症状的有效率为60%；对
B.1.1.7感染者而言，有效率为66%。

就上述两款疫苗，接种第一剂3周
后，防止B.1.617.2感染者出现症状的
有效率都为33%；相比之下，对B.1.1.7

感染者的有效率为大约50%。
就两款疫苗的保护力差异问题，公

共卫生局说，原因可能有两个：阿斯利
康疫苗第二剂大规模接种开始时间较
晚和这款疫苗达到最大效力的时间更
长。

按照这一机构说法，上述数据显
示 ，接 种 两 剂 上 述 疫 苗 对 防 止
B.1.617.2 感染者出现症状“非常有
效”，且预计对防止感染者罹患重症或

死亡的有效率更高。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说，这

显示接种第二剂疫苗能尽可能提供最
大效力保护，因此民众应该积极接种。

英国政府14日说，印度报告的变
异新冠病毒已在英国部分地区出现且
传播力较强，英国将加快为50岁以上
及临床易感人群接种第二剂新冠疫
苗。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卫生部门：

两款疫苗对印度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有效

一份最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看护新冠患者的护士压力大，超
过半数有辞职想法。

共同社23日援引一家医疗工作
者组织所作调查结果报道，1月至2月
的调查显示，230名调查对象中，118
人回答“一直”或“有时”想辞职，占比
为51.3%。引发辞职想法的原因包括
工作压力太大、疲劳、长期加班、担心
感染、收入低。

34.3%的护士曾因护理新冠病
患遭歧视或骚扰。其中一名护士

说，因为自己的工作，家人被要求在
家上班。

日本部分地区1月因疫情实施第
二轮紧急状态，4月进入第三轮紧急
状态。现阶段第四波疫情中，不少地
区病床占用率居高不下，重症病例数
超过先前三波疫情。

除看护病患，护士还需要承担新
冠疫苗施打工作。全部47个都道府
县的知事在最近一次线上会议上表
示，疫苗施打人手不足。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看护新冠患者压力大

日本过半护士想辞职

英国贝德福德郡一家动物园的两
头棕熊逃出熊舍，袭击“住在”隔壁的
野猪，最后因“对人构成直接威胁”被
动物园管理员射杀。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
道，伦敦动物学会下设的惠普斯奈德动
物园一棵树倒下后，名为“白雪公主”和

“睡美人”的母棕熊以树为桥，爬进旁边
野猪猪舍，袭击并致伤一头野猪。

动物园管理员在几分钟内赶到现
场，但无法让两头棕熊冷静。园长马
尔科姆·菲茨帕特里克在致员工信件
中说，“棕熊是强壮、危险的捕食者”，
它们的“不可预测和攻击性”会持续至
少20分钟。这两头棕熊当时“对人构
成直接威胁”，园方决定对它们执行安
乐死。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越狱”袭击隔壁野猪

英国动物园两头棕熊被射杀

西班牙一款机器人会做饭，烹制
的海鲜饭得到当地一位大厨肯定。

据路透社21日报道，这款机器人
的主要构件包括一台电炉和一只机械
臂，能够将提前煎过的配料和米放入
锅中，还会用一把勺搅拌锅中食物，并
在合适时间加入鱼肉。不过，烹饪所
用材料需人工提前称量并准备好。一
旦所有材料放入锅中，机器人会持续

搅拌并“颠勺”，直到海鲜饭做好。
海鲜饭堪称西班牙“国菜”之一。

研发这款机器人的西班牙企业BR5创
始人恩里克·利略说，这款机器人虽然
无法复制每户西班牙人家各自烹制的
海鲜饭滋味，但能令人们在国外品尝
到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他说，日本
一些度假酒店和主题公园已经引进这
款机器人。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机器人做饭获西班牙厨师称赞

5月23日，新冠患者在印度阿姆利则街头吸氧。
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23日宣布，将新德里目前采取的“封城”措施延长至5

月31日。这是新德里第五次延长“封城”措施。印度卫生部23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40842例，累计确诊26530132例；新增死亡3741例，
累计死亡299266例；现存病例2805399例。 新华社/法新

5月23日，医务人员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梳邦再也为当地民众进行新冠病
毒检测。

马来西亚卫生部23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6976例，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新高，累计确诊病例512091例。

新华社发

印度新冠死亡病例近30万

新德里第五次延长“封城”
累计新冠病例超50万

马来西亚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

1995 年 11 月 20 日，BBC《新闻全
景》节目播出了巴希尔对戴安娜的专访。

美国共和党籍前联邦参议员里
克·桑托勒姆一个月前在一场讲话中
关于原住民的表述引发争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22日证实将不
再聘用桑托勒姆担任政治评论员。

桑托勒姆曾是宾夕法尼亚州联邦
参议员。在CNN近几年有关竞选活动
的政治类节目中，他常常以共和党人角
度作出分析和评论。4月23日，他在青
年美国基金会发表讲话时祸从口出。

桑托勒姆谈到美国建国史时说：
“我们从一片空白中创造出一个国

家。我是说，没错，我们是有美洲原住
民。但是坦白说，在美国文化中没有
多少美洲原住民文化。”

此话一出，桑托勒姆受到多方批
评和抵制，他的雇主CNN受到牵连。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总裁福恩·夏
普说，桑托勒姆是种族主义者，令
CNN等所有为他提供发言平台的媒
体蒙羞。美洲原住民记者协会呼吁原
住民记者避免与 CNN 合作，要求
CNN解聘桑托勒姆。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涉原住民言论惹争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解聘政治评论员

（新华社日内瓦5月22日电）制图/张昕

世界卫生组织
2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65772430例

超 亿1.6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12457例
达到3437545例

“我从没想过以任何方式伤害戴安娜” 独立调查认定以欺骗手段获得专访

新华社罗马5月23日电（记者陈
占杰）意大利高山救援队23日说，该
国北部皮埃蒙特地区当天发生一起缆
车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

该救援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
说，事故发生在皮埃蒙特的马焦雷湖
附近。救援队发布的照片显示，出事

缆车掉落在一个陡坡上。
事故发生时，缆车正从湖边的

斯特雷萨镇往莫塔罗内山顶运送
游客，该观光行程通常需要 20 分
钟。

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事故
发生在离山顶约300米处。

意大利北部发生缆车事故造成13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