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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9日电 综合此
间官方和媒体消息，哈萨克斯坦国内局
势9日继续呈现稳定趋势，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集安组织）确定将于10日就哈
局势召开成员国领导人视频峰会。

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9日发布通报
说，目前哈全国范围内的安全形势已趋
于稳定，此前被占领的行政设施已被执
法部门夺回，公共设施和医疗系统已恢
复运行。哈执法部门和武装部队正继
续采取措施恢复国内秩序，确保各地遵
守紧急状态相关规定，设立检查站，将
战略设施移交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目
前，哈强力部门仍在继续抓捕参与骚乱
的嫌犯。

另据塔斯社9日报道，集安组织轮
值主席、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当天宣
布，集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视频峰会定
于10日举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随后确认，俄总统普京将出席。

俄国防部网站9日发布消息，集安
组织维和部队中的俄罗斯特遣队目前已

抵达阿拉木图机场，负责保护当地重要
基础设施，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后续
将有更多维和人员抵哈执行任务。

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9日还发布通
报，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主持召开行动
指挥部例行会议，听取检察机关、国家安
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报告。托卡耶夫在会
上强调，强力部门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全面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全。他还指示成
立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处理发生骚乱
地区的善后事宜。

哈内务部网站9日发布了代理部长
叶尔兰·图尔贡巴耶夫的声明。声明说，
近期哈国内骚乱显示出“很强的人员组
织性和专业性”。他呼吁民众不信谣、不
传谣，遵守紧急状态相关要求，保持耐
心，发现可疑情况和人员及时报警。

9日，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
新闻秘书阿伊多斯·乌克拜在一份致媒
体的声明中说，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一职移交给现任总统托卡耶夫的决定
是由纳扎尔巴耶夫本人作出的。纳扎

尔巴耶夫和托卡耶夫“一直在同一战壕
里”，保卫自己的人民、国家和民族未
来。“媒体和社交网络目前流传大量关

于首任总统的谣言，我们把散布这类谣
言视为破坏国家宪法基础和政局稳定
的企图”。

哈国内局势继续呈现稳定趋势
集安组织将举行视频峰会

哈萨克斯坦执法人员在努尔苏丹的进出城检查站进行巡查。 新华社发

观 天下

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 新华社/法新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眼下
在美国加速传播，导致美国疫情大幅反
弹，严重影响医疗、消防、教育等公共服
务领域。由于医院人满为患，救护车不
得不中途突然掉头、另寻“下家”；大量
员工缺勤，导致城市垃圾堆积如山、地
铁延误、消防部门出警速度下降、航站
楼关闭部分安检口、学生上学却找不到
足够的教师……

美联社8日说，奥密克戎肆虐导致
美国新冠感染人数“爆炸式增长”，眼下
正导致基础公共服务“分崩离析”。虽
然消防部门、医院、学校和政府部门为
确保公共服务运行已动员全员就位，但
情形仍然不容乐观，不知还能撑多久。

在堪萨斯州约翰逊县，护理人员每
周工作80小时。救护车经常被迫临时
改变路线，因为前方接诊医院告知已无
力腾出人手施救。即使救护车抵达医
院，一些急诊患者因床位紧张不得不在
候诊室等候。一家偏远医疗机构近日
因找不到医院接收透析患者，不得不让
医护人员翻开书本现学插管。

堪萨斯大学医院首席医务官史蒂
夫·斯泰茨说，许多医疗机构眼下遭遇

“双重打击”。以他所在医院为例，一方
面，医院接收的新冠患者一个多月内增
加近2.5倍；另一方面，医院1.35万名
员工中将近1000人感染新冠或在等待
新冠检测结果。

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城，由于员工请
假或全员离职，不少药店人手紧缺。一
大早药店还没开门，等待买药的顾客就
在门口排起了长队。一名药剂师说，上

班后数以百计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处
理时间比平时长得多。

在洛杉矶，截至6日，800多名警
察和消防人员因新冠无法到岗，导致救
护车和消防响应时间延长。

在纽约市，由于越来越多员工因新
冠无法上班，政府不得不削减地铁和垃
圾回收服务。大都会交通局数据显示，
地铁司机和检票员等工作人员近期缺
勤率达20%。截至6日，卫生部门近四
分之一员工请病假，在岗人员不得不

“昼夜不停地工作，每个班次时长12小
时”；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员工请病假比
例高达28%，而疫情前这一比例一般
在8%至10%之间；消防部门缺勤人数
相较于疫情前平均水平翻了一番。

在菲尼克斯天港国际机场，由于运
输安全局缺人，设在机场最繁忙航站楼
的两个安检口不得不关闭。

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不少学校
为如何在教师大量缺勤情况下维持线
下教学活动发愁。在旧金山，近900名
教师和教学助理6日请病假；在夏威夷
州，由于找不到足够教师，有的学校甚
至安排保安和辅导员“临时照看”学生。

夏威夷州教师协会会长奥萨·图伊
说：“这非常不妥当。眼下这么多教师
缺勤，但教育部门却嚷嚷着送孩子到
校，而教室里没有一名教师。这有什么
意义呢？”

近期，圣诞、新年假期导致美国民
众出行、聚集活动增多，加之奥密克戎
毒株加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多
项疫情指标刷新纪录。美国本月3日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
再次创下了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世
界纪录。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奥密克戎肆虐
美国公共服务受重创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月 8日电

（记者付一鸣）瑞典王室8日发表声明
说，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当天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在家中隔离。

声明说，维多利亚已完成两剂新
冠疫苗接种，目前出现感冒症状，但精
神状态良好。维多利亚正与家人一起
居家隔离，她与丈夫丹尼尔亲王未来
七天的官方活动安排将出现调整。王
室医生正在对感染链进行追踪。

这是维多利亚第二次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去年3月，维多利亚夫妇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未出现重症。

本月3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
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随后在家中隔离。古
斯塔夫夫妇均已接种三剂新冠疫苗。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瑞典一直
采取较为宽松的抗疫政策，近期新增
确诊病例激增。据瑞典公共卫生局公
布的统计数据，该国5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23877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
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目前，瑞典累
计确诊病例近142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15377例。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9日电
（记者汪平）连日来，许多非洲国家日增
新冠确诊病例居高不下，专家认为这与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关系密
切。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日发布
的数据，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0028508例，累计死亡231157例，累

计治愈8916469例。
南非医学协会会长安赫莉克·库

切说，与之前的其他毒株相比，奥密克
戎毒株存在许多突变，具有高度传染
性，这应该是导致目前非洲大陆的新
冠病例迅速增加的原因。虽然临床观
察显示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症状相对

温和，但其传播速度非常快。
南非、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

亚、利比亚是新冠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
个非洲国家，其中南非确诊病例数最多，
达3513813例，其次是摩洛哥、突尼斯，
其确诊病例数分别为 990057 例和
738442例。

非洲疾控中心6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非洲新冠确诊病例数约占全球确诊
病例数的3.3%，但非洲新冠死亡病例
数占到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数的4.2%。
迄今非洲国家已获得5.47亿剂新冠疫
苗，约9.6%的非洲人口完成两剂新冠
疫苗接种。

澳大利亚8日报告
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
11万例，连续第六天刷新
疫情暴发以来日增确诊
病例数最高纪录。
图为车辆在澳大利亚悉
尼一处新冠检测点排队。

新华社发

澳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
超过11万例

瑞典女王储二次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千万

近期，圣诞、新年假期导致美国民众
出行、聚集活动增多，加之奥密克戎毒株
加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多项疫情
指标刷新纪录。

图为1月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
阿密，戴德县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整理
新冠病毒自检盒。 新华社/法新

美国迈阿密：

发放新冠病毒自检盒

新华社德黑兰1月8日电（记者
高文成 王守宝）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
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8日说，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分歧正
在减少”。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伊核协议相关方当天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举行数小时会谈。巴盖里随
后对媒体表示，谈判正在朝着达成协
议的方向发展。

据报道，在与伊朗代表会面后，伊
核协议其他相关方代表与美国代表就
谈判情况交换意见。

另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伊核
协议相关方当天还就解除对伊制裁问题

举行专家会议。各方近日在维也纳举行
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密集会谈。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
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
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开始
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
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第八轮
谈判于2021年12月27日在维也纳启
动。伊朗表示，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是
就有效解除对伊制裁达成协议。

伊朗副外长：伊核谈判“分歧正在减少”

新华社德黑兰1月8日电（记者
高文成 王守宝）伊朗外交部8日宣
布，伊朗将51名美国公民列入制裁名
单，因为他们在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
莱曼尼等人的“恐怖主义行动”中发挥
了作用。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公布的名单显
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美
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等人被列入制裁名单。此前，美国前
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已

因相同原因被伊朗制裁。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这些被制

裁的人参与了暗杀苏莱曼尼等人这一
“恐怖主义行动”的决策、组织、资助和实
施，或者以其他方式为恐怖主义辩护。

2020年1月3日，美军在伊拉克
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杀死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
官苏莱曼尼等人。伊朗方面说，美方
暗杀苏莱曼尼违反国际法，是“国家恐
怖主义”行为。

伊朗制裁51名参与暗杀苏莱曼尼的美国人

日本外务省9日说，日本与美国
达成协议，驻日美军人员除非有必要
原因，否则暂时不离开美军设施。这
一措施旨在遏制当地新冠疫情进一步
恶化。

根据外务省发布的日美联合委员
会声明，从本月10日开始的14天内，
除非从事“必要活动”，驻日美军人员
将不能离开美军设施。这一委员会由
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高官组成。

另外，日美双方同意，美军人员在
相关设施和区域内外必须戴口罩。

《朝日新闻》援引外务省消息报
道，“必要活动”指公务、就医等，不包
括在餐馆就餐等活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早些时候
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日美就美军
人员“非必要不外出”基本达成一致。

去年12月以来，驻日美军基地新

增新冠感染者人数持续攀升。同时，
日本国内新冠疫情迅速反弹，新增确
诊病例飙升。冲绳县、山口县和广岛
县9日进入新冠疫情准紧急状态，这
三县疫情快速扩散被认为与美军基地
疫情有关联。

去年，美方以军人已经全程接种
新冠疫苗为由，一度免除美军人员赴
日本前接受的新冠病毒检测，且许多
驻日美军士兵在基地外不戴口罩，出
入于餐馆、酒吧等公共场所。美军的
做法在日本引发传播疫情的忧虑和愤
怒，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怒斥驻日美
军“散播病毒”。

冲绳县9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533例，仅次于8日1759例的最高
纪录。同时，冲绳美军基地单日新增
感染者人数继续创新高，达到429人。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日美同意驻日美军“非必要不外出”

1月8日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卡皮托利乌市福尔纳湖旅游区拍摄的崖壁
坍塌事故现场。 新华社/路透

巴西旅游区崖壁坍塌至少7人死亡

新华社阿布贾1月8日电（记者
郭骏）尼日利亚官员8日说，尼西北部
扎姆法拉州数个村庄日前遭武装分子
袭击，造成至少58人死亡。

扎姆法拉州州长发言人易卜拉
欣·扎乌马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
话采访时说，武装分子5日和6日先
后袭击该州安卡区和布库尤姆区的数
个村庄，并纵火焚烧房屋，目前已造成

至少58人死亡。
扎乌马说，州长贝洛·马塔瓦莱

已前往遇袭村庄了解情况并向遇害
者表示哀悼。马塔瓦莱承诺州政府
将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武装分子，保护
民众安全。

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多地连续
发生武装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或被绑架。

尼日利亚西北部村庄遇袭至少58人死亡

一座高约8.2米、用54740个盛
着香槟酒的酒杯搭成的香槟塔近日出
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机构确认，这是世界上
最大香槟塔。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 7日报
道，人们耗时5天，于去年12月30日
在迪拜棕榈岛一家酒店搭成这座巨
型香槟塔。香槟塔的三个底边每边

长约 6.1 米，全部使用普通香槟酒
杯，杯内盛着酩悦香槟。它打破了
人们 2017 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创造
的纪录，当时那座香槟塔由 50116
个香槟酒杯搭成。

迪拜的香槟塔保留至本月1日，
之后被“拆解”，所用酒杯经回收将用
于制作新的玻璃杯。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逾5.4万杯香槟酒搭成世界最大香槟塔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8日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米纳斯吉拉
斯州消防部门8日确认，位于该州卡
皮托利乌市福尔纳湖旅游区的一处山
崖发生断裂式坍塌，山石砸中4艘正
在湖中观光的游船，造成至少7人死
亡，近20人失踪。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时30分
左右。从景区其他游客拍摄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有一大块山石从山体上掉
落，直接砸向附近湖上的游船，随后又
有多处较小石块掉落。

消防部门负责人埃德加·埃斯特
沃表示，目前有40名消防员和潜水员
在搜救，已确认7人死亡，近20人失
踪，搜救工作在夜间也不会中止。

据当地媒体统计，有34人被送往
医院，其中27人伤势较轻已经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