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
奥密克戎毒株

已在超过60个
国家和地区“现身”

大约70%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毒株

现阶段

这一非洲国家境内新冠病毒复制率为2.5
即每名感染者可能传染2.5人

是疫情暴发以来的最大值

新增 1239例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

英国感染这一变异毒株的累计确诊病例

由此从11日的 1898例升至3137例
南非

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
最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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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统计显示，美国累计确诊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12日超过5000万例，
累计相关死亡病例当天达80万例。变
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仍在美国肆虐，
再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已传入美国几
乎一半州、天气渐冷、室内活动增加等
因素，美国防疫形势面临严峻考验。

据路透社统计，美国新冠死亡病例
从60万例增加至70万例只用了111
天，之后只用了73天就达到80万例。
今年已有逾45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后死
亡，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全部新冠死亡
病例的57%。

过去11个月，美国新冠死亡率显
著高于不少国家，平均每10万人有近
150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是加拿大
的4倍多、日本的12倍、欧盟国家的
1.3倍。

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总数居
全球之首。美国人口虽然只占全球人
口的4%，但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
占全球总数的14%，感染病例总数占全
球的19%。

报道说，在免费新冠疫苗供给充
足、医院护理手段更先进、疗法更多的
情况下，美国今年新冠死亡病例仍然超

过去年，主要原因是德尔塔毒株肆虐和
很多人拒绝接种疫苗。美国卫生专家
说，今年新冠死亡病例多为未接种疫苗
的感染者。

在疫情缓和大约两个月后，美国近
两周的日新增感染病例持续增长，现阶
段平均日新增12万例。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
据，美国人口约60%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由于担心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美
国上周有将近100万人接种加强针，创
下美国官方批准加强针接种以来最高
纪录。 袁原（新华微特稿）

确诊病例逾5000万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达 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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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12日说，变异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传播的
风险“非常高”。有证据显示，这一新毒
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但现有临
床数据不足以确定其致病程度。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3日在
伦敦西部一家疫苗接种诊所视察时表

示，英国目前至少有一例因感染新冠变
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

世卫组织在12日发布的一份简报
中写道：“考虑到多重因素，新变种奥密
克戎毒株在全球传播风险仍然非常
高。”这一说法与世卫组织11月29日对
这一毒株作出的首次评估结论一致。

这份简报写道，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
戎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并且
传播力更强。

世卫组织注意到，在已发现奥密克
戎毒株的国家和地区中，这一毒株在南
非和英国传播速度较快。

按世卫组织的说法，从现有数据来

看，在发生社区传播的地区，奥密克戎
毒株的传播速度可能比德尔塔毒株快。

简报写道：“即便奥密克戎毒株的
致病性低于德尔塔毒株，预计住院人数
也将因病毒传播性强而增加。更多患
者住院将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导致更
多人死亡。”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奥密克戎全球传播风险

南非总统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

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七成
美国人不认同总统约瑟夫·拜登在应
对通货膨胀方面的表现。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和益普索集
团12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9%的
民众不满拜登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式，
只有28%认同。具体看，94%的共和
党人、54%的民主党人和71%的独立
选民选择“不认同”。

美国通胀率持续上升。劳工部
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8%，同
比上涨6.8%，是1982年6月以来最大
同比涨幅。

拜登上周表示，美国通胀危机眼下
处在“顶峰”，一旦国会参议院通过民主
党“重建更好未来”计划相关法案，通胀
率将下降。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近七成美民众不满拜登抑通胀表现

在12日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苏联解
体表示遗憾，说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自
己曾一度开车接私活、贴补收入。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在俄罗
斯一台当天播出的纪录片《俄罗斯·
近来历史》中，普京接受采访时说，
对大部分俄罗斯人和自己而言，

1991年苏联解体是一个“悲剧”。他
说，以“苏联”为名的“历史上的俄罗
斯”解体后，俄罗斯成为一个“完全
不同的国家”。

苏联解体初期的经济困难也影响
到普京个人。他说，那段时间自己有
时不得不开车接私活，挣点外快。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普京透露90年代初曾开车挣外快

12月11日，在美国肯塔基州梅菲尔德，70岁的居民里克·福利坐在自家房
屋的废墟之间。

据美国媒体11日报道，10日夜间至11日清晨，美国中部6个州遭遇至少30
场龙卷风袭击。肯塔基州在这次龙卷风袭击中损失最惨重。 新华社/路透

龙卷风过后：废墟之间的凝望

澳大利亚与韩国13日签署价值
大约10亿澳元（约合7.2亿美元）的军
购协议，韩国将向澳方出口自主研制
的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

据美联社报道，澳总理斯科特·莫
里森与到访澳首都堪培拉的韩国总统
文在寅现场见证协议签署。

莫里森说，订单将给澳大利亚带
来300个就业岗位。

根据协议，韩国韩华防务公司将为
澳大利亚军方制造30辆K-9型自行榴

弹炮和15辆K-10型装甲弹药补给车。
韩华防务说，将于明年二季度起

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城市吉朗建设一座
工厂，用于生产自行榴弹炮，预计
2027年完成交付。

受莫里森邀请，文在寅12日抵澳
开始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澳大利亚首次迎来外国
领导人到访。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把
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李彦南（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与韩国签署10亿澳元军购订单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3日宣
布，反映2021年日本世态民情的汉字
为“金”，主要体现奥运金牌之意。

按照传统，这一协会在京都府京
都市清水寺举行发布仪式。清水寺住
持森清范在一张1.5米高、1.3米宽的
和纸上，挥动一支特大号毛笔写下

“金”字。
共同社报道，这是继 2000 年、

2012年、2016年后，“金”第四次当选
日本年度汉字。这四年都是奥运会举

办年。今年的夏季奥运会在日本首都
东京举行。

据上述协会介绍，今年之所以选
择“金”字，原因包括日本选手在东京
奥运会上夺得27枚金牌，创夏季奥运
会日本参赛最好成绩，以及日本棒球
运动员大谷翔平获评美国职业棒球大
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将棋棋士藤井聪
太成为最年轻的“四冠王”，日本今年
开始印刷新版纸币、发行新版硬币等。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选出年度汉字：“金”

12月13日，印度选手哈尔娜兹·桑杜在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举行的
2021“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中摘得桂冠。

2021“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13日在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举
行。21岁的印度演员兼模特哈尔娜兹·桑杜从79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
2021“环球小姐”冠军。22岁的“巴拉圭小姐”纳迪娅·费雷拉获得亚军，24岁的
“南非小姐”拉莱拉·姆斯瓦内获得季军。 新华社发

印度佳丽当选2021“环球小姐”

关注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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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后，朔尔茨10日下午前往比
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对欧盟总部和北约总部进行访
问。其间，他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并与两位领导人就欧盟经济
复苏、欧盟对外关系以及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进行了
讨论。

朔尔茨在访问期间强调，德国是个“很欧洲的国
家”，他呼吁欧洲团结一致，各国密切合作。他在与米
歇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将不再是两极，
将出现许多强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仅有美
国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
日本、印度及一些强大的新兴国家，而且还将有一些
强大的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促使这个多极世界在多
边框架内合作，正是这一点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冯德

莱恩表示，德国对于欧盟的发展十分重要，朔尔茨的
到访释放出积极信号。

此外，朔尔茨10日晚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举行会晤后表示，德国正在尽全力确保联邦国防
军装备精良。但他并未明确承诺达到北约2014年制
定的2%的目标。根据该目标，北约所有成员国应在
2024年之前不断接近北约确定的这一基准值，即防
务开支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12日，朔尔茨到访波兰。他在与波兰总理莫拉维
茨基会晤时表示，德国支持波兰化解东部边境难民问
题。舆论分析认为，朔尔茨的波兰之行意在向外界传
递这样的信号，即德国新政府同样重视欧盟东部事
务，愿意就此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合作。

（据新华社柏林12月12日电 记者顾梓峄）

朔尔茨就任总理后首访

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外交
和默克尔、施罗德等多位德国前总理一样，朔尔

茨上任后第一个出访地选择了法国，显示出德法关系
对于德国的重要。

朔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晤中讨论了欧盟
经济复苏、移民、新能源、欧盟外部边界管控、非盟和
欧盟峰会筹备、俄乌关系等议题。马克龙在会晤后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朔尔茨此访不仅为加强两国
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将有助于
两国在欧洲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加强协调。

马克龙说，欧盟应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数字经
济，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欧盟在经济领域的主
权。为此，欧盟各成员国需要在财政预算等方面加
强协调。

朔尔茨表示，欧盟一方面需要借助经济复苏计划保

持增长，另一方面应努力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二者并
不矛盾。相信德国和法国将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此外，在德法存在分歧的议题上，朔尔茨没有就
相关问题做出直接回应。此前，两国在环保尤其是核
能利用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法国认为核能是帮助
其实现绿色能源转型的基础，但德国计划明年放弃使
用核能。朔尔茨表示，各国环境保护方式存在差异，
但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方法，让各方能够朝着一致的方
向发展，同时实现互相沟通和理解。

分析人士指出，巩固德法关系已成为德国外交和
对欧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朔尔茨就任总理后首访第
一站定为法国，体现出德国新政府对默克尔时代重视
发展德法关系政策的延续。两国未来或将继续寻求巩
固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欧盟在重大议题上取得共识。

加强同欧盟协作

重视德法盟友关系

德国总理朔尔茨10日起先后对法
国、欧盟总部、北约总部和波兰进行访
问。分析人士指出，朔尔茨任内首轮出
访释放出重视德法关系、加强同欧盟协
调合作的信号，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务实
外交风格，为德国未来四年外交政策规
划出了路线图和基本框架。

国际观察

12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在总统府迎接来访的
德国总理朔尔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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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
开普敦参加为前总统德克勒克举行的
追悼仪式。

南非总统府12日晚发表声明说，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早些时候在开
普敦参加为前总统德克勒克举行的追
悼仪式后感到不适。随后他接受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新华社/法新

一块重达310千克的天然蓝宝石
12日在斯里兰卡展出，是世界最大的
蓝宝石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这块蓝宝石大约
3个月前开采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以南 65公里的“宝石城”拉特纳普
拉。斯里兰卡珠宝专家说，这块蓝宝

石重量逾300千克，世所罕见。不过，
它的品质尚未获得国际机构认证。

斯里兰卡是蓝宝石等宝石的重要
出口国。路透社援引当地宝石业数据
报道，斯里兰卡的宝石出口去年创汇
约5亿美元。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300多千克！斯里兰卡展出巨大天然蓝宝石

英国出现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死亡的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