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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5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子江）
23 日，东京奥运会倒计时两个月，国际奥委会
和日本高层如期举办的决心越加坚定，但随着
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奥运会也必须应对好两个
考验:第一、日本国内的疫情不能失控；第二、日
本国内的反对力量不能失控。

当前，日本全国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被列
入紧急状态的地区不断增多， 日期不断延长。
大阪地区的医疗系统已“接近崩溃”，北海道和
冲绳县两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22 日还创下新
高。 5 月 21 日，冲绳县也被追加列入紧急状态
实施范围。 首相菅义伟还透露，将于本月底决
定是否延长东京都等地的紧急状态期限。

东京医学会主席宫泽孝幸始终对日本政
府控制疫情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他最近在接受
采访时说，一旦放松警惕，变异病毒将会快速
传播，日本将出现疫情大爆发的风险，“举办奥
运会将变得毫无希望。 ”

政府抗疫不力，导致疫情持续恶化，民众对
菅义伟政府的信任持续下降，对奥运会的支持
率也创下新低。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
对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民众比例达到了 83%。 公
开反对奥运会的声音持续高涨，日本律师联合
会前会长宇都宫健儿发起要求停办东京奥运
会的在线签名活动，赞同人数超过 35 万人。 接
近 70%的日本企业也希望奥运会取消或者再
次推迟举办，连软银社长孙正义都表示，不赞
成各国和地区派运动员到日本参赛。

由 6000 名医生组成的东京医生协会，也联
合向菅义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及日本
奥运大臣丸川珠代递交了公开信，反对东京奥
运会的举办，理由是在目前的疫情下，日本的
医疗体系难以支撑如此盛大的活动。 日本政府
新冠专家小组负责人尾身茂在参院内阁委员
会发言时也表示：“无法判断东京奥运会是否
应该举行。 ”

面对日本全国上下的质疑之声，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上周反复表达了奥运
会举办的决心。 国际奥委会与日本各方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 为奥运会的筹备进
行了详细的磋商。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不仅表达了决心， 还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
案，首先，他承诺入驻奥运村的所有人员中，至少 75%的运动员和随队人员都将会
接种疫苗；第二，他承诺国际奥委会将向奥运会派出医疗人员，以缓解东京奥运会
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东京奥组委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在三天的会议后告诉记
者，即使到 7 月 23 日，东京的疫情形势仍然和现在一样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奥运会
也仍将如期举行。 这相当于告诉全世界：为了保证奥运会的举行，日本将至少维持
目前的防控措施，以保证国内疫情不失控。

为了安抚国内的反奥者，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前一天的发布会上也提
出了一些具体的减轻国内病毒传播的方案，第一，将海外参会人员的数量从 18 万
减少到 8 万；第二，征召退休的医护人员服务奥运。日本政府也立刻快马加鞭，紧急
批准两种国外疫苗在日本使用，以加快普通日本群众的接种进程。 菅义伟 21 日会
见小池百合子，表达了在首都地区加速接种疫苗的决心，同时再次承诺一定要让奥
运会如期举行。

那么，日本的疫情会不会失控？ 根据过去一年日本抗疫的经验和教训，只要不
撤销紧急状态，不鼓励国内旅游和消费，疫情基本能够维持稳定。 但国内反对力量
会不会失控将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疫情的原因，日本的经济已经遭受重大
打击，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 5.1%。 保奥运
和保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两面，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奥运的敌意。

更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日本有两场重要选举：一是执政党自民党 9 月的总
裁选举；二是 10 月的众议院换届选举。菅义伟和执政党如何应对反对的力量，不被
选举绑架，让奥运会成功举办，将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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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是“东方宝
石 ” 朱鹮重新发现 40 周
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朱鹮数量已扩展到现
在的 7000 余只，栖息地呈
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东亚
历史分布地扩展的趋势。
朱鹮受威胁等级已经从极
危降为濒危。 朱鹮是古老
的物种， 曾广泛分布在东
亚大陆和辽阔的西伯利
亚。 进入 20 世纪，野生朱
鹮在朝鲜半岛、 日本等地
相继绝迹。 1981 年 5 月 23
日， 专家在我国秦岭南麓
的陕西省洋县发现 7 只野
生朱鹮， 秦岭成为朱鹮的
“诺亚方舟”。目前，朱鹮栖
息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陕
西、河南、浙江。日本、韩国
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也
建立了野外种群。

新华社发

从 7到 7000

朱鹮种群
繁衍复兴

欧洲最早 2024年可打“飞的”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欧洲航空安全局 5 月 19 日说，俗称“飞的”的空中出租

车或最早 2024 年投入使用。
据路透社报道， 超过 6 家欧洲企业已宣布研发客用城市空中交通工具或无人

驾驶货机。 欧洲航空安全局局长帕特里克·基说：“我相信，商用空中出租车可能在
2024 年或 2025 年开始投入使用。 ”

欧洲航空安全局是欧洲联盟航空监管机构， 负责航空运营安全， 包括资质认
证、规则制定、标准推行。该机构估计 2030 年前相关地区的城市空中交通工具市场
达 42 亿欧元（约合 329 亿元人民币），认为可提供 9 万个工作岗位。

基说，欧洲航空安全局已开始某些城市空中交通工具的设计认证程序，有望于
2024 年前后颁发首批证书。

德国初创企业沃洛科普特公司以及巴黎机场等方面希望“飞的”能在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期间投入运行。

依照基的说法，城市空中交通工具能否较快投入运行还取决于，对这些飞行器
是否可飞越城市中心地带上空或是否对铁路运行构成威胁的评估。

欧洲航空安全局日前发布一项关于公众对电子飞行器态度的调查结果， 生活
在 6 个城市地带的调查对象中，71%对乘坐空中出租车或类似服务感兴趣。 无论是
“飞的”还是无人机，人们最关心的是安全和噪音问题，其他关注的问题包括城市空
中交通工具对鸟类或昆虫的影响以及网络安全。

出生率低迷 韩国大学发愁招生不足
随着韩国出生率低迷，各地高校招生不足、尤其是

本科生越来越少的问题日益严重，引发担忧。为此，韩国
教育部打算推动高校改革，例如部分高校削减本科教育
师资、甚至干脆转型为“老年大学”，以适应老龄化社会。

韩国《中央日报》援引韩国教育部的数据报道，韩
国各地高校今年生源缺口超过 4 万人， 其中 75%涉及
首都圈以外地区的高校。首都圈包括首都首尔、京畿道
和仁川。

韩国人口扎堆首都圈的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如今
愈演愈烈，总人口中逾半数住在首都圈。 韩国中央政府
多次表示将帮助地方城市提升竞争力， 缩小地区差异，
促使更多人到首都圈以外地区求学和工作。

韩国教育部 5 月 20 日在一份声明里说：“我们注意
到，全国高校的大学生人数急剧减少，生源不足的问题
在首都圈以外地区尤其明显。 因此，教育部宣布将帮助
高校进行调整。 ”

按照初步设想，为避免因本科生太少而出现的教育
资源闲置，韩国部分高校将削减本科教育师资，转而将
更多师资投入研究生教育，或者开办面向职场人士的夜
校， 甚至考虑把某个本科学院改造成面向退休人士的
“老年大学”。此外，一些高校可以共享课程、实验室等软
硬件教学力量。

韩国行政安全部上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 ， 韩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16.6%，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平均每 6
个韩国人中就有 1 人年龄不小于 65 岁。 当这一占比达
到 20%，将意味着韩国迈入“超高龄社会”，不少人预测
韩国会在 2025 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韩国教育部将从 2022 年开始评估各地高校的财务
状况，对负债过高的高校提供整改建议和资金支持。 如
果某些高校拒绝整改，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按韩国教育部说法， 韩国生育率自 21 世纪初期开
始急剧下降，“因此最近几年大学能招收到的新生数量
越来越少并不令人惊讶”。

韩国总和生育率， 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
数， 连续三年低于 1， 其中 2018 年是 0.98，2019 年是
0.92，2020 年的 0.84 则跌至历史新低。 若要保持韩国人
口数量稳定，总和生育率需达到 2.1。

杨舒怡 （新华社专特稿）

随着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东
京奥运会必须应对好两个考验:

第一、 日本国内的疫情不能
失控；第二、日本国内的反对力量
不能失控

“伦敦眼”妙改造 轿厢变酒吧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随着英国政府逐步放宽防
疫措施，英国一些酒吧、餐馆等陆续开放室内用餐区。
伦敦地标建筑、巨型摩天轮“伦敦眼”运营方把一个观
光轿厢改造为酒吧，向客人提供空中观光饮酒体验。

“伦敦眼”坐落于伦敦泰晤士河畔，高 135 米，有
32 个轿厢，轿厢内外由钢化玻璃打造，每个轿厢可载
客 25 人。 乘“伦敦眼”转一圈需要大约 30 分钟。

据英国《都市日报》5 月 20 日报道，“伦敦眼”运营
方与一个知名伦敦产酒类品牌合作， 把一个轿厢改造
成酒吧，消费者在那里可以喝到啤酒、葡萄酒以及这一
酒类品牌的特供酒。“伦敦眼”方面提供的图片显示，轿
厢中部是吧台，靠玻璃窗处摆放着桌子，花卉植物装点
其间。 酒吧还提供飞镖等小游戏。

依照计划， 这个轿厢酒吧将于 6 月 4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每周周五至周日开放 ，营业时间为 12 时至
18 时。

5 月 21 日，一只嗅探犬在泰国曼谷进行探测新冠
病毒的训练。 近日， 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始对
嗅探犬进行探测新冠病毒的训练。 新华社发

探病毒有奇招 狗狗测新冠 错拔冷柜插头 疫苗全报废

据新华社微特稿（王宏彬）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凯克日前发生一件令人扼腕的糗事： 一名清洁工
为给手机充电，拔掉诊所冷柜的电源插头，没想到冷
柜里储存着近千剂新冠疫苗，疫苗后来只能报废。

当地媒体本周早些时候曝光这起事件。事件发
生在今年 4 月，一家公立诊所储存疫苗的冷柜插头
被人拔下。 卫生部官员后来称，犯事的可能是在该
诊所工作的一名清洁工， 据信此人拔下冷柜插头，
给手机充电。

属于稀缺资源的疫苗就这样被白白浪费，卫生
部和其他疾控部门遭到质疑。 据法新社报道，这批
作废疫苗是俄罗斯捐赠的两万剂 “卫星 V”疫苗的
一部分。

吉尔吉斯斯坦今年 3 月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
苗。 卫生部上周说，超过 5 万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
冠疫苗。 该国人口大约 650 万。

医务人员失误 老翁截错肢

据新华社微特稿（王鑫方）奥地利一家医疗机构
5 月 20 日说，由于手术人员准备工作出现失误，一名
老翁被截错下肢，将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术。

弗赖施塔特镇弗赖施塔特诊所在声明中说，这名
老人现年 82 岁，身患多种疾病，影响到双腿，其中左
腿情况严重，需要截肢。老人本月 18 日接受手术时发
生“不幸的医疗事故”，医务人员截掉了他的右腿，20
日上午换绷带时才首次发现这一错误。

声明说，医务人员手术前在老人腿上做标记时标
错了需要截肢的腿，导致事故发生。

这家医疗机构已对这起医疗事故展开调查 ，打
算重新审查相关程序， 并将尽快为老人安排左腿截
肢手术。

那名老人及其家属现阶段接受相关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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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位于汉中市洋县的陕西朱鹮救护饲养中心放飞

大笼（5月 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 汉中市洋县朱鹮生态园内的朱鹮（5月 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5月 21日，在洋县龙亭镇梁河村一处密林里，两只朱鹮成鸟守护在
幼仔旁。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洋县朱鹮生态园内的朱鹮（5月 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通胀潮涌 美国再次“收割”世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 4 月货币政策会议

纪要，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讨论收紧货币政策立场
的可能性。 当前，通货膨胀已成为不少国家经济复苏过
程中的主要担忧因素，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政策立场引
起越来越多警惕。 有专家认为，美国政府正以伤害其他
国家利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寻求提振经济，而这些政策
带来的副作用也会伤及美国自身。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路径似曾
相识：面临重大经济冲击时大规模举债印钞，利用美元
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美元流动性过剩叠加经济复苏预
期导致全球通胀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客观上促使
资本回流经济恢复健康的美国，最终令不少国家蒙受恶
性通胀和资本外流的双重冲击。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经济政策立场对通胀形

势有三大催化作用。 一是美联储无限制“印钱”。 疫情在
美暴发以来，美联储通过加大购债等方式向美国经济注
入近 4 万亿美元流动性。 二是政府“强刺激”举措不断。
自去年 3 月以来，美国已累计出台总额逾 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刺激措施。三是联邦政府和美联储官员极力淡化通
胀风险，认为今年通胀回升只是“暂时”现象。

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后果就是有太多的钱追求越
来越有限的商品供应， 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飙
升，玉米、大豆、小麦等食品期货出现历史性涨价行情。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顾问约瑟夫·沙利文认为，相
比食品支出占比不高的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因全球
食品价格上涨而承受的冲击严重得多，其决策者不得不在
缓解饥饿和遏制疫情对经济影响之间做出痛苦抉择。

作为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俄罗斯正通过上

调部分谷物出口关税、设置出口限额等方式，增加国内
粮食供给，平抑物价。 作为主要牛肉出口国的阿根廷政
府日前决定暂停牛肉出口 30 天， 以抑制国内牛肉价格
上涨。 墨西哥自美国进口的玉米价格较疫情前上涨近
50%，贫困人口生活负担加重。

美国“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不仅损他人，亦不利
己。过去一年中，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上涨 22%；木材价
格暴涨 250%，进而导致总体住房价格上涨 11%；就餐
成本增加，鸡翅等外卖菜品价格几乎翻番；即使是自己
种菜吃，也因为种子等价格攀升而成本更高。

在《国会山报》评论员克丽丝廷·泰特看来，美政府经
济政策诱发的通胀是对美国民众的“隐形税收”，正在损
害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利益，侵蚀经济复苏的红利。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当前通胀风险比过去 20 年都
严重，美联储在 2022 年提前加息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一
旦流动性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将再次承受不小冲击。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徐超 （据新华社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