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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除救援外，肯塔基州灾后重
建工作迫在眉睫。

肯塔基州官员13日警告，
龙卷风袭击可能导致受灾地停
暖、停水或停电数周甚至更久。

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
示，截至13日，肯塔基州约2.6
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包括梅菲
尔德几乎所有用户。

一些无家可归的民众急需
避难所，缺乏饮用水和其他生
活必需品。肯塔基州州长贝希
尔说，将向受灾民众开放州立
公园内的房屋。

据法新社报道，田纳西州、
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
州共有14人死于龙卷风灾害。
密西西比州也因龙卷风遭受损
失，所幸没有人员死亡。

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城市爱

德华兹维尔，亚马逊公司一处仓
库遭龙卷风袭击，大约100名工
人受困。

爱德华兹维尔消防局长詹
姆斯·怀特福德告诉媒体记者：

“45名人员已安全逃出建筑物，
1人由飞机送往地区医院接受
治疗，还有6人死亡。”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
索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对工
人死亡感到“心碎”。

美国总统拜登11日说，这
可能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龙
卷风之一。拜登 12日认定肯
塔基州发生重大灾害，批准发
放联邦政府援助用于重建。他
13 日宣布田纳西州和伊利诺
伊州进入紧急状态，允许向这
两个州提供联邦援助。

美国白宫说，拜登定于15

日视察梅菲尔德等重灾区。
美国被称为“龙卷风之乡”，

每年都会产生上千个龙卷风。
不过，按气象预报员说法，龙卷
风在凉爽月份出现不寻常。北
伊利诺伊大学地理和大气科学
教授维克托·真西尼说，异常高
温和湿度为今年此时出现极端
天气事件创造了环境。

2011年4月，一场超级龙卷
风肆虐美国十几个州，当月27
日8时至28日8时，龙卷风数量
达到创纪录的312场，在24小
时内致死340人。同年5月22
日，一场龙卷风袭击密苏里州乔
普林市，造成至少142人死亡，
成为美国国家气象局有记录以
来单次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场龙
卷风。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据美联社报道，5场龙卷风
席卷肯塔基州，其中一场路径极
长，约322公里。

上传至社交媒体的视频和
照片显示，肯塔基州梅菲尔德镇
中心的砖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
停放的汽车几乎被瓦砾掩埋，格
雷夫斯县法院建筑尖顶倒塌，附
近一座教堂部分坍塌。

“看起来像被炸弹炸过。”31
岁居民亚历克斯·古德曼告诉法
新社记者。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先前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他13日说，肯塔基州已确认74
人死亡，死者年龄为5个月至86

岁，仍有109人下落不明。
“我们可能数周后才能汇总

出最终死亡人数和损失程度，”
他说，“毫无疑问，会有更多人
（死亡）。”

梅菲尔德镇位于肯塔基
州西部，人口大约 1 万人，是
受灾最严重地区，房屋和建筑
严重受损，部分城镇街区被夷
为平地。

救援人员13日在梅菲尔德
消费品公司的蜡烛厂展开大规
模搜救，这家蜡烛厂10日晚些
时候遭龙卷风摧毁，当时厂内有
约110名工人。

“如果还有工人被困在这一

区域，我们今天的目标便是确
保能找到失踪的人。”美国联邦
紧急事务管理署官员汤姆·尼
尔说。

由于最初仅有约40名工人
获救，梅菲尔德官员先前担心，
这家蜡烛厂遇难人数众多。不
过，梅菲尔德消费品公司12日
说，蜡烛厂内8人确认死亡，8人
仍然失踪，其余 94 人已被找
到。这家企业发言人鲍勃·弗格
森说，许多员工聚集在一处避难
场所，随后离开，由于通讯服务
中断，一度失联。

贝希尔说，正在核实来自蜡
烛厂的信息。

德国一名男子伪造数百份新冠疫苗
接种证，涉嫌制造假接种证牟利，目前遭
警方拘留。

这名男子现年31岁。据德新社13
日报道，调查人员在他位于纽伦堡市的
住所内发现约400份假接种证及数千份
接种贴纸等造假材料。

按照检方说法，这名男子的“顾客”
至少34人凭借假接种证，已经或试图从
纽伦堡多家药店获取正规电子接种证
明，将假证“转正”。这些人现已受到指
控，同样接受调查。

据News in-24新闻网站报道，依
据德国新政府的计划，伪造新冠检测结
果、感染康复或接种证明者将面临最长
5年监禁。此外，联邦议会将于16日表
决一份关于今后新冠防疫规定的草案。

德新社获得的草案内容显示，今后
凡制造、故意使用假证者都将受到处罚；
涉及“未经授权方允许发放健康证明”的
严重案件中，如果犯案者“出于商业目的
或作为犯罪团伙成员”开展相关活动，将
面临3个月至5年刑期。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伪造约400份接种证 德国一男子被捕

韩国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
年1月至10月间，韩国15岁至29岁人
群中，月均有156万人“家里蹲”，即不上
学、没工作、也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在
同年龄段人群中占20.9%。

报告由韩国雇佣信息院负责年轻人
政策研究的研究人员完成。在韩国，“家
里蹲”一族又称“NEET族”“白手”或“无
为徒食”。这些年轻非工作人口不包括
身心障碍者等。

韩联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韩国
156万名“家里蹲”一族中，77.8万人准
备或正在找工作，50.7万人没有找工作
意愿。

据《韩国先驱报》13日报道，韩国
2008年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2017
年之前，15岁至29岁年龄段中的女性

“家里蹲”比例高于男性，到2017年两者
大致持平，去年开始男性比例反超女性。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15岁至29岁人群两成“家里蹲”

日本乳业团体“J-milk”估算，受国
内奶制品需求减少和生牛奶产量增加影
响，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大约5000吨
生牛奶可能因滞销而遭倾倒。

“J-milk”由日本乳业制造商和
奶农组成。这一团体介绍，6年前出
现黄油短缺后，奶农扩大了养殖规
模，加上今年夏季气温较低利于出
奶，预计今年生牛奶产量比去年多17
万吨。

不过，受新冠疫情影响，黄油和脱脂
奶粉等以生牛奶为原料的产品需求大幅
萎缩，另一方面，日本学校年末年初放假
停止供餐，也使牛奶消费量下降。“J-
milk”说，目前日本国内生牛奶库存量

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报

道，因消费低迷，2006年曾有900吨生
牛奶被倾倒。如果5000吨生牛奶销售
无门，废弃数量将史无前例。“J-milk”
专务理事内桥政敏说，废弃牛奶不仅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也会加剧奶农不安进
而导致日后牛奶减产。

为避免倒牛奶情况发生，日本乳业
界呼吁扩大乳制品消费，要求乳制品加
工厂年末年初尽可能开工，建议加工厂
多生产保质期长的常温牛奶。与此同
时，乳业团体要求奶农年末年初控制产
奶量，向减产奶农发放补贴。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产得多用得少 日本5000吨生牛奶或被倒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企业，美国苹果
公司市值13日收盘时距3万亿美元一
步之遥。

路透社提供的数据显示，苹果股价
上周上涨大约11%，今年迄今上涨超过
30%。投资者预期，消费者将继续花费
大把美元，买入苹果公司的硬件和服务。

苹果公司市值从2万亿美元攀升至
将近3万亿美元，耗时大约16个月。对

比这一速度，苹果市值从1万亿增加至2
万亿耗时两年。

路透社分析，苹果、亚马逊和字母表
等技术巨头股价大幅上涨，受益于个人和
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加重对技术的依赖。

如果苹果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微软
公司将成为2万亿“俱乐部”中唯一一家企
业。字母表、亚马逊和特斯拉市值均突破
1万亿美元。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苹果市值距3万亿美元一步之遥

新华社东京12月14日电（记者华
义）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
最新研究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
的放射性物质已经扩散进入北冰洋。

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日本海洋研
究开发机构主任研究员熊本雄一郎日前
发布的研究说，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
的放射性物质铯134，在事故发生约8
年后扩散到了北冰洋。这是首次在北冰
洋检测出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虽然
检测到的水平只是微量，但他推测放射

性物质正向北冰洋中心区域扩散。他还
推测，放射性物质铯137同样扩散到了
北冰洋。

今年11月上旬，日本筑波大学客座
教授青山道夫发布了一份类似研究成
果。他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中泄漏
的放射性物质铯137抵达美国西海岸
后，部分北上，并随洋流回到日本东北部
沿海。他说，2017年在太平洋最北部的
白令海和北冰洋边缘海楚科奇海都检测
出福岛核事故泄漏的铯137。

日本新研究：

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扩散入北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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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炸弹炸过”——部分城镇街区被夷为平地

多州损失重——灾后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12月13日，在美国肯塔基州鲍灵格林，一名居民因劫后
余生而情绪激动。 新华社发

12月13日，保加利亚新任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左二）及新一届政府成员在位
于索非亚的保加利亚议会宣誓就职。

保加利亚议会13日批准成立新一届政府，“我们继续变革”联盟领导人之一基里
尔·佩特科夫出任总理。 新华社/法新

保加利亚成立新一届政府 佩特科夫出任总理

这是12月13日美国肯塔基州梅菲尔德龙卷风过后的景象。 新华社/法新

美国中部
多州近日遭遇
数十场龙卷风
侵袭，截至13
日 确 认至少
88 人 死 亡。
重灾区肯塔基
州已有至少
74人遇难，另
有100多人下
落不明，数以
千计居民无家
可归。

中国驻美
国大使馆、中
国驻芝加哥总
领馆 12 日确
认，截至当天
清晨，美国中
部遭遇龙卷风
袭击的6个州
没有中国公民
伤亡报告。

12月13日，在美国肯塔基州鲍灵格林，一名居民展示从废墟中找出来
的家人照片。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墨西哥城12月14日电（记
者朱雨博）太子港消息：海地总理亨利
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北部城市海地角
当天发生一起运油车爆炸事件，造成至
少4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爆炸事件发生在
14日凌晨。海地角副市长帕特里克·阿
尔莫诺说，运油车为避开一辆摩托车而
在转向时失控翻倒。一位目击者称，事

发时看到一些人用桶从车上取油。爆炸
还造成大约20间房屋起火燃烧，死亡人
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亨利表示，将迅速在海地角部署临
时医院，为伤者提供必要救治。他代表
海地政府及全国人民向遇难者家属和
受到事故影响的其他人员表示慰问，并
宣布将为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
哀悼。

海地运油车发生爆炸 至少4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2月13日，在美国肯塔基州鲍灵格林，两名居民在废墟中搜寻。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