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网站数据显示，截至欧
洲中部时间9月1日18时4分（北京
时间2日零时4分），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达到600555262例，累计
死亡病例达到6472914例。

“躺平”的典型代表美国是累计
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
诊病例数超过9321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数超过103万例，均占全球病例
15%以上。日本在刚刚过去的8月
有多日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20万
例，单日新增病例数屡创新高。

按世卫组织6个区域办事处划
分，欧洲地区和美洲地区累计确诊和

死亡病例数都排前两位，迄今已报告
确诊病例分别高达248126087例和
175768187 例，死亡 2077355 例和
2817530例。这两个地区合计占全
球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比例分别
超过70%和7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8月25
日表示，今年以来全球新冠死亡病例
数已超过100万例。他希望所有国
家做出更多努力，为那些高风险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确保获得有效的疗
法，继续开展检测和测序，并制定有
针对性的抗疫政策以遏制新冠疫情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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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乘组出舱
时，通过的门是位于空间站核心舱节点
舱的出舱口，舱门口径为85厘米。而本
次任务，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
舱“出门”，这个“大门”由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空间站结构与机构团队抓总研制，
舱门口径达到了1米，让航天员在身着
舱外航天服的情况下，能够更从容地携
带设备“走出家门、遨游太空”。

看似简单的几何尺寸增大，其实是
一项“刚”与“柔”的平衡。利用杠杆放大
原理寻找平衡点，在保持航天员操作用
力不变的条件下使直径1米的舱门实现

密封，研制难度可想而知。
此次出舱的舱门作为航天器机构中

的复杂产品，涵盖密封、传动、锁紧、导
向、润滑、人机工效等学科。舱门设计团
队将这些复杂的功能落实到产品的操作
细节中，航天员出舱前，只需使用舱门门
体上配套的操作手柄旋转解锁，使用助
力机构消除残压，拉动舱门把手即可完
成打开舱门的动作。

同时，舱门还配套了特制的舱门保
护罩，并将舱门检漏仪作为密封的检测
手段，将舱门压点开关作为状态辅助判
断，全方位保障问天“大门”的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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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神舟十四号乘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本次出舱与神舟十二
号、神舟十三号乘组出舱时有何不同？又有哪些新的航天技术让航天员出
舱更加舒适、便捷、安全？

在顺利出舱之后，一条连接航天员
与空间站的“生命线”始终护卫左右，这
就是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研制的
可伸缩安全系绳机构。

神舟七号任务时，航天员翟志刚完成
我国首次太空出舱活动时使用的安全系绳
是固定长度的系绳，其有效长度仅1米多。

空间站建造任务中，航天员要完成
空间站设备安装、检修等出舱任务，出舱
范围更大、操作难度更高、安全要求更严
格，需研发一种长度更长且可伸缩的安
全系绳机构。

出舱过程中，这种可伸缩安全绳能
保证航天员与空间站舱体间超过10米
的安全连接，又不会对航天服产生勾挂
或干涉航天员的运动，还要经受住太空
中近200℃大温差、空间辐照、空间粒子
等恶劣环境的考验。

同时，考虑到人机工效学的要求，还
要实现恒力输出，以保证其收放力不对
航天员运动产生影响，研制难度较高，之

前国内并无类似的空间机构产品。
研制团队凭借丰富的空间机构产品

设计能力，开展适用于空间站出舱任务
的新型可伸缩安全系绳机构研发工作，
为航天员出舱助“一绳之力”。

针对长距离以及空间环境适应性的
设计需求，研发团队创新提出了一种巧
妙的设计方案，实现了钢丝绳的恒力收
放，无需电机提供回转力矩，避免了电缆
的引入，保证了航天员携带的便捷性和
机动性。

为减小缠绕过程中的阻力、避免空
间辐照环境对钢丝绳产生影响以及防止
钢丝绳对航天服产生勾挂，设计人员选
用耐空间辐照的特殊包覆材料对钢丝绳
进行保护，确保机构的使用安全。为满
足长寿命使用的要求，还采用了辅助排
绳滑轮组引导钢丝绳排绳的设计方案，
并通过大量试验验证，确保10余米长钢
丝绳在机构的狭小空间里上万次、重复
性地有序缠绕。

此次出舱任务中，仪表与照明分系
统为航天员带来了新的“黑科技”：云台
照明灯。随问天实验舱发射的云台照明
灯具备全覆盖角度转动，会为此次出舱
任务点亮舱外环境，成为航天员舱外行
走的“灯塔”。

据悉，舱外云台照明灯为空间站首
次在轨应用的照明设备，通过多自由度
转动机构以及投光灯光学系统设计，使
得航天员出舱路径以及舱外作业点的照
度得到充分保障。

不同于地球，航天员在轨每天会经
历大约14次日出日落，体内的生物钟容
易被打乱，并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睡

眠障碍。
为此，仪表与照明分系统统一规划

了空间站多舱段多自由度动态照明为
主、固定照明为辅的一体化、多维度、定
量化照明系统，提升航天员生活质量。

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后，可以根据个
人需求通过手机应用调节舱内照明环
境、睡眠模式、工作模式、运动模式，避免
长时间单调环境带来的不适，保证航天
员更高效地工作、更放松地享受高质量
睡眠，让他们在太空工作和生活更加活
力满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胡喆
宋晨）

出舱舱门更大

仪表与照明分系统更智能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亿
抗疫“躺平”隐患多

世界卫生组织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数已超6亿例，死亡病例数超647万例，今年以来全球死亡病例
数已超百万例。专家认为，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抗疫“躺平”，是导
致全球疫情持续的重要原因。

韩国嘉泉大学附属医院感染内
科教授严仲植认为，当前“躺平”不
妥，疫情没有结束，随时可能反弹。

日本在“躺平”后遭遇病例激增
潮，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日本厚生劳
动省8月31日发布消息称，全国病
床使用率居高不下，还出现了很多急
救送医困难以及医护人员缺勤的情
况，多地医疗系统严重承压。京都大
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等京都府14家医
疗机构 8月 1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称，疫情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京都府的新冠病床实质上处于饱和
状态，现在处于“本可以挽救的生命
挽救不了”的医疗崩溃状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前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人均预期

寿命在新冠疫情中连续两年下降，在
2021年跌至76.1岁，创1996年以来
最低水平。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教授史蒂文·伍尔夫认为，尽管其他
高收入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在新
冠疫情第一年也受到巨大冲击，但大
部分去年已经开始恢复，没有哪个高
收入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像美国
一样持续下降。

英国华威大学病毒学家劳伦斯·
扬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新
冠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防控新冠
不仅需要接种疫苗和使用抗病毒药
物，还有必要采取重要的公共卫生措
施。疫情现状应该为人们敲响警钟，
因为“现实并不像某些人希望相信的
那样处于后新冠疫情阶段”。

一些专家认为，欧美抗疫“躺平”
增加了新的变异毒株出现的风险。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哈切特表示，只要病毒传播率
很高，只要存在未受保护的群体，就
有可能创造出病毒变异的环境。病
毒会不断进化，不可预知的病毒有可
能在任何时间造成疫情。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
株仍是全球流行的主要毒株，其中
BA.5亚型占各国分享的病毒基因序
列的90%以上。但自今年年初以来，
各国每周向世卫组织共享的基因序
列数量下降了90%，共享序列的国家
数量下降了75%，这使得科研人员更
难了解新冠病毒可能发生的变化。

全球仍有许多人群未接种疫苗，
他们更可能受变异病毒影响。世卫

组织数据显示，全球仍有三分之一的
人口未接种新冠疫苗，包括低收入国
家三分之二的医务工作者和四分之
三的老年人。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
府加大努力为所有医务工作者、老年
人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苗，以实
现世卫组织设定的70%疫苗接种覆
盖率的目标。

扬指出，每次新型变异毒株出现
时，往往更具传染性，免疫逃逸能力
更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重复感染
病毒，人们处于一个新的变异毒株不
断出现的可怕循环中。进入冬季后，
其他呼吸道疾病多发，人们会面临混
合风险。未来一段时间，新冠病毒感
染仍将是严重问题，特别是对临床弱
势群体和老年人而言。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躺平”国家病例激增

“躺平”冲击社会经济

“躺平”增加病毒变异风险

安全绳更长

关注国际疫情

6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圆满完成
首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新华社维也纳9月2日电（张雷 刘秀娟）奥
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2日在采尔特韦格机
场开幕。在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一架运-20飞
机引来现场观众关注。

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于9月2日至
3日举行，来自20个国家的200架军用和民用飞
机参展，被称为“欧洲最大航空展”。

参加“空中力量-2022”航展的中国空军运-
20飞机，8月30日从华中某机场起飞，飞行10
余小时，单程近万公里，当天飞抵采尔特韦格机
场。担负参展任务的空军运-20部队机组人员认
真准备、细致研究，针对航程远、航线和机场陌生、
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等情况特点做好相关工作，
准时顺利到达采尔特韦格机场。

运-20是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军用大型多用
途运输机，具有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等特点，是
空军的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多次参加中
国国际航展和阅兵。

据新华社海牙9月1日电 （记
者王湘江）欧洲药品管理局9月1日
推荐批准两款针对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BA.1的改进版疫苗，称
其可作为加强针用于已完成初始疫
苗接种的12岁及以上人群。

欧洲药管局说，这两款改进版疫
苗分别是在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生产的
Comirnaty疫苗和美国莫德纳公司
生产的Spikevax疫苗基础上升级
而成，除了预防原始新冠病毒毒株
外，还可以针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BA.1的刺突蛋白发生作用。

研究表明，在初始疫苗接种完成
3个月后接种改进版疫苗，可以激发
针对奥密克戎毒株BA.1和原始新冠

病毒毒株的强烈免疫反应，尤其在激
发针对BA.1的免疫反应方面，比初
始疫苗更为有效。改进版疫苗的副
作用与初始疫苗的副作用相当，通常
温和且短暂。

该机构表示，对这两款改进版疫
苗的上市推荐将提交欧盟委员会最
终批准。

欧洲药管局解释说，随着新冠疫
情的发展，欧盟的策略是提供一系列
针对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改进
版疫苗，以便成员国在制订疫苗接种
策略时能够有多重选择。由于无法
预测新冠病毒未来将如何变异以及
今年冬天哪些变异毒株将会流行，这
一策略对于欧盟应对新冠疫情的总
体战略来说至关重要。

欧洲药管局推荐批准
两款改进版新冠疫苗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戴着口罩的当地居民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中国空军运-20飞机
亮相奥地利航展

9月1日，在奥地利采尔特韦格机场，中国空
军运-20机组人员在运-20前合影。 新华社发

俄将拒绝向支持
石油限价的国家供油

新华社莫斯科9月1日电（记者刘恺）分管
能源工作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日表示，俄罗
斯不会向那些支持对俄石油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
和石油产品，俄拒绝在非市场条件下对外供油。

塔斯社援引诺瓦克的话报道说，七国集团对
俄石油进行限价的计划是绝对荒谬的，试图干预
如此重要行业的市场机制，不仅会导致其不稳定，
还会威胁到整个石油市场，这可能导致全球能源
安全灾难。

诺瓦克强调，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将为此付
出代价。由于西方对俄制裁，他们已经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诺瓦克说，俄石油行业正在为欧盟国
家可能对俄实施石油禁运做准备。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8月31日表
示，七国集团财长9月2日开会时将讨论美国总统
拜登提出的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建议。

俄总统普京此前表示，七国集团限制从俄进
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等提议，只能导
致油价像天然气价格一样飙升。诺瓦克7月曾表
示，如果七国集团对俄石油限价，俄方不会亏本对
外供应石油。

美国民调：

每10名美国人中2人亲历
或身边人经历枪支暴力事件

新华社芝加哥9月1日电（记者徐静）美国
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和美联社公共事
务研究中心近期联手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
每10名美国人中就有2人或亲身经历过枪支暴
力事件，或其身边人经历过枪支暴力事件。

调查发现，非裔和西班牙裔成年人成为枪支暴
力受害者的机会更大。54%非裔和27%西班牙裔
美国人报告，过去5年他们本人，或好友，或家人，经
历过枪支暴力事件。而美国白人这一比例仅为
13%。总体上，21%美国成年人对枪支暴力事件有
个人体验，如被枪支威胁，或是枪击事件受害者。

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全国范围内、
各州范围内枪支暴力事件在增加。59%非裔和
45%西班牙裔美国人认为，自己居住的社区枪支
暴力事件呈上升态势。美国白人持相同看法的比
例为34%。认为社区枪支暴力事件增加的受访
者来自城区、郊区和乡村的比例分别为 51%、
39%和27%。

总计1373人参加了7月28日至8月1日进
行的民意调查。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9月1日晚发表声明
说，副总统克里斯蒂娜当晚遭一男子持枪威胁，嫌
疑人已被逮捕。据当地媒体报道，1日晚9时许
（北京时间2日8时），克里斯蒂娜正在住所附近
接待支持者。一名男子在人群中掏出手枪指向克
里斯蒂娜的头部，但未开枪。袭击者随即被控制。

这幅9月1日的视频截图显示，一名男子在
人群中掏出手枪指向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的
头部。 新华社/美联

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
遭一男子持枪威胁

⬆航天员刘洋（左）
结束出舱任务正在返回
的画面。

新华社发

航天员陈冬结束出舱任务正在关闭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出舱舱门的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