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图片均

为新华社发

责编/王丰齐 版式/李晨2021年 8月 9日 星期一环球博览

日
本
意
欲
推
动
放
射
性
核
废
物
出
口


日本 《朝日新闻》8 月 7 日报道，
经济产业省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规定，
以便允许日本向国外出口大型放射
性核废物。 日本现有法律禁止核废物
出口。

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东北部
海域发生 9.0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
成福岛核电站断电，三座机组相继堆
芯熔毁，大量放射物泄漏。 日本东京
电力公司已决定报废福岛第一和第
二核电站。

《朝日新闻》报道，报废核电站会产
生大量放射性废物，包括重达数百吨的
蒸汽发生器等大型设备。 这类废弃物
占用大量空间，日本核电能源业界希望
能放宽相关出口限制。

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
禁止出口放射性废物。

《朝日新闻》报道，经济产业省正
在考虑能否在遵守禁止出口核废物
的基本原则下， 以颁布行政令的形
式，制定例外规定。 比如批准核废物
的有限出口，条件包括核废物需在出
口对象国再利用，可出口核废物仅限
蒸汽发生器、给水加热器和核废料运
输贮存容器等。

这家媒体报道，日方设想的出口
对象国包括正在推动核电站报废的
美国和瑞典等国。

经济产业省 4 日召开专家会议，
基本同意了新版 《能源基本计划》方
案。 方案中写道，要“推动修改出口
管制规定”，以便能够通过委托外国
从业者处理核废物， 包括实现核废
物的跨境运输， 从而累积核废物处
理经验。

《朝日新闻》报道，上述动向可能被视为日本政府打算将
核废物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推给外国。对经济产业省将相关内
容写入《能源基本计划》，日本国内已经出现质疑声。

日本政府和东电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善后工作屡
遭诟病，先前宣布打算把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决定招致多方
强烈反对。

福岛两座核电站废弃工作推进缓慢。 《东京新闻》今年 1
月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完成报废的时间可能比预定时间即
2041 年至 2051 年更晚；《朝日新闻》7 月报道， 东电力争在
2064年完成报废福岛第二核电站。

刘秀玲 （新华社专特稿）

三千人大会餐 推销旅游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新冠疫情之下，旅游业备受冲
击。 大约 3000 人 8 月 7 日在德国柏林一个废弃机场的跑道
上参加一场大型户外野餐活动，其间遵照防疫规定，以这一
特殊方式推广当地旅游。

据德新社报道，野餐会名为“自由晚餐”，举办地点是去
年正式关闭的泰格尔机场的一条跑道。 图片显示，供人们就
餐的桌子被摆放成特殊形状，从高处俯瞰，组成英文“柏林爱
你”字样和一颗心形图案。参加者自带食物和饮料。活动组织
者说，他们也提供“少许免费餐饮”。

活动组织方实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活动参加者必须
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或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新冠康复证
明，入场后需迅速坐到指定座位；参加活动期间，除坐在座位
上，人们需保持至少 1.5 米距离，除非彼此是家庭成员；在整
个活动区域，只要不在座位上，参加者就必须戴口罩；食物和
饮料只能在餐桌上食用等。

外卖餐盒成灾 环境堪忧

据新华社微特稿（杨舒怡）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韩国
民众通过叫外卖解决吃饭问题，一方面极为便利，但另一方
面也造成餐盒垃圾泛滥成灾的问题。 不少环保组织和政府机
构开始反思，如何减少塑料污染、更好保护环境。

《韩国先驱报》8 月 8 日援引韩国环境部数据报道，韩国
2020 年外卖订单量比上一年增加 78%，塑料垃圾随之增加。

据环保组织“绿色韩国”估算，韩国每天外卖订单量约为
270 万份，这意味着需要用到大约 830 万个塑料餐盒，其中多
数是非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其污染规模令人担忧。

“绿色韩国”所作一项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
叫外卖时需要扔掉大量餐盒垃圾，为此感到“内疚”“不安”。

不少环保组织呼吁餐饮业和民众为环保出力，尽量减少
餐盒垃圾。 据了解，一些企业已研制出环保型餐盒，可将塑料
使用量减少 50%。

埃及胡夫太阳船搬家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8 月 7 日说，一艘陪葬古埃及法老胡
夫的太阳船已由胡夫金字塔附近搬迁至大埃及博物馆。

旅游和文物部在声明中说，搬迁旨在“为后代保护和保
存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古老的木制工艺品”。

这艘太阳船长约 42 米、重约 20 吨，由雪松木制成，历史
超过 4500 年，保存完好。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有关部门为这次搬迁专门从比
利时购买了一辆可远程控制的运输车。太阳船整体置于运输
车上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内，6 日晚启程， 行程约 7.5 公里、用
时大约 10 小时，于次日早晨抵达大埃及博物馆。

路透社照片显示，金属箱大致呈长方体，外侧绘有太阳
船图案。搭载它的运输车在多名工作人员和多辆汽车护送下
缓缓前行。

太阳船是古埃及法老大型陪葬品， 是古埃及文物精品。
胡夫是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位法老。 他去世后，其子用太阳船
将他的木乃伊从当时的首都孟菲斯运至吉萨， 葬入金字塔，
船体随后被拆成小块放入石坑。

此次搬迁的就是埃及迄今出土的第一艘胡夫太阳船。
1954 年， 埃及考古学家在胡夫金字塔南侧附近发现两个长
方形石坑，当年开始挖掘位于东面的石坑，出土这艘胡夫太
阳船， 经修复于 1982 年将它安放在于原址上落成的太阳船
博物馆内。 1987年，考古人员在西面石坑又勘测到第二艘太
阳船，挖掘工作今年 7月才完成。

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至亚历山大市之间的
地区，紧邻著名的吉萨高地金字塔群，2002年奠基。

王鑫方 （新华社微特稿）

45万美元起！
维珍银河太空游票价翻番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 8 月 5 日宣布恢复出售商业太空游
座位票，票价 45 万美元起，比先前定价翻了大约一番。 首个
商业太空游航班定于 2022 年第三季度起飞。

据法新社报道，维珍银河曾于 2005 年至 2014 年间接受
商业太空游座位预订， 当时每个座位票价 20 万至 25 万美
元。 2019 年数据显示，600 多人支付定金， 定金总额达 8000
万美元。

“涨价”后的太空游向客户提供三个选项：售价 45 万美
元的单人票、亲友“套票”、或者“包下”太空船。后两个选项的
价格尚不清楚。

据美国太空网站报道， 维珍银河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
尔格莱齐尔 5 日向投资者报告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财务状
况时宣布恢复太空游售票。

维珍银河“团结”号太空船 7 月 11 日完成第四次载人试
飞，也是首次满员太空试飞。太空船搭载 2名飞行员和 4名任
务专家。 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作为任务专家参与试飞。

科尔格莱齐尔说，布兰森参与的试飞成功进一步激起消
费者对太空游的兴趣，维珍银河希望借这一契机恢复太空游
售票。他说，在正式执飞商业太空游航班前，“团结”号还将试
飞两次。

“团结”号定于 9 月下旬载意大利空军成员体验太空游，
之后搭载太空船所用的双体运输机 VMS Eve 将飞至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莫哈韦的维珍银河生产基地接受升级改造，以便
将每飞 10 次就要接受一次大型检修的间隔延长到 100 次。

VMS Eve 双体运输机预计明年年中返回位于美国新墨
西哥州的航天发射场，之后不久将搭载“团结”号再进行一次
满员试飞。 王逸君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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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7 月 28 日，一辆“水上汽车”在埃及马特鲁省新阿拉曼
市的水上行驶。 该形似汽车的水上摩托艇由三个埃及人设计
并建造，车身材料为玻璃纤维，车上配有电视屏幕、蓝牙音
箱、GPS 导航等。

摩托艇变““汽车”” 水上兜风

▲ 8 月 4 日， 一个热
气球在布里斯托尔上空

飞行。

茛 8月 4日，工作人员给热气球充气。

▲ 8月 4日，热气球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升空。

荩 8 月 4 日， 工作人
员检查热气球。

·图话世界·

·大世窗·

“热气”腾腾

未打疫苗上班 丢了饭碗

据新华社微特稿（欧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
前解雇三名员工，原因是他们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就去办公室
上班，违反了公司防疫规定。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CNN 总裁杰夫·朱克 8 月 5 日在
发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们在过去一周得知三名员
工没有接种疫苗就来办公室，三人已被解约。 ”

CNN 实施居家办公已经一年多。 朱克在备忘录中重申，
CNN 对员工不接种疫苗就来办公室持“零容忍”态度，来办公
室工作、外出与其他员工一起工作都要事先接种疫苗。

备忘录没有提及被解雇员工的姓名。
目前，CNN 员工可以选择在家或去办公室办公， 如果去

办公室，须提前两周完成疫苗接种。 大部分办公室已重新对
员工开放，约三分之一员工现阶段去办公室上班。

CNN 先前不要求员工进入办公室前出示接种证明，但朱
克说，今后几周可能改变这一规定。

新一波疫情暴发 欧罗巴进退维谷
在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2 亿例之际，新一波疫情正席

卷欧洲。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疫情地图上，欧盟和欧洲
经济区已有一半被代表疫情严重的橙色、红色、深红色覆盖。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 29 周末（7
月 25 日），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的新冠阳性合并检出率为 2.9%，
较上一周增加 0.2%；截至今年第 30 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累
计确诊 34919952 例，累计死亡 745014 例。

意大利热那亚圣马蒂诺医院传染病科主任马泰奥·巴塞
蒂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我们之前预计感染高峰会出现在 8、9
月之交人们结束休假和重新开学时， 但没想到 7 月就看到了
这样的暴发。 ”

为挽救旅游业仓促“解封”

随着 6月疫情有所好转，一些国家相继放宽防疫管控，塞浦
路斯允许部分娱乐和餐饮业恢复营业，西班牙取消了室外强制戴
口罩的规定，英国更是取消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规定。

各国政府纷纷“解禁”，卫生专家却一直在发出警告。 伦敦
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牛津大学以及利兹大学等机构学者 7 月 7
日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公开信说，英国政府有关在
英格兰实施最后阶段“解封”的决定“危险和草率”，公开信已
获得 1200 多名科学家署名支持。

要防疫还是要经济复苏？ 这是疫情以来一直困扰欧洲各
国的难题。

此轮疫情暴发具有显著地域特征，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
部及地中海岛屿均为欧洲传统暑期旅游胜地， 它们率先放松
管控，也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以马耳他为例，人口不到 50 万，严重依赖旅游业。 为挽救
旅游业，该国 6 月 1 日起解除防控措施，入境游客逐渐增加。 7
月中旬以来，疫情反弹明显，日增病例从个位数一度升至三位
数，欧盟和美国都建议民众近期谨慎前往该国。

年轻人抵触心理干扰防疫

由于大部分新冠病亡者是老年患者， 一些年轻人因而掉
以轻心，往往忽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规定，还对接种疫
苗产生抵触。

迹象显示， 新一轮疫情暴发与一些年轻人不遵守防疫规
定、不接种疫苗有一定关系。 塞浦路斯 6 月上旬恢复娱乐和餐
饮业，吸引年轻人聚集，导致疫情 6 月下旬反弹、7 月失控。 芬
兰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统计，年轻人频繁聚会导致聚集性感染，
芬兰新增感染主要发生在 20 至 29 岁年龄段。

针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抵触防疫措施的情绪，芬兰政府聘
请了心理学家和营销专家参与防疫决策， 相关研究还在进行。
塞浦路斯则计划扩大接种范围，为 16 岁以上群体接种，结果不
但预约者寥寥无几，7 月下旬更是出现反强制接种的抗议。

法国宣布，从 8 月起将“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扩大到咖
啡馆、餐厅、购物中心、飞机、火车、长途客车等场合，已接种疫

苗、检测阴性或是新冠康复者，才能进入以上场合，该命令遭
到数以万计的民众抗议。

疫苗接种仍是关键

近期出现一些“突破感染”病例引起人们对疫苗保护效力
的担忧。 希腊发展和投资部部长阿佐尼斯·乔治亚季斯表示，
自己已完成接种仍感染了新冠病毒。 希腊有一名 70 岁男子接
种两剂辉瑞疫苗后感染，后转入重症监护病房。

关于疫苗是否对变异病毒失去效力，雅典大学医学院教授
伊卡斯·马约克尼斯和萨诺斯·季莫普洛斯认为，没有哪种疫苗
可以为所有人提供 100%的保护， 但接种疫苗后病毒感染的风
险会大大降低。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病例数至少会高出 3 倍。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也强调， 控制疫情的关键手段是接
种疫苗。 这不仅可保护更多人免受感染，还可减少重症和死亡
率，防止卫生系统在新一波疫情中过载。 法国、意大利、希腊等
国均已宣布，强制要求医护工作者和养老院护工接种疫苗。

由于德尔塔毒株具有很强传染性， 在加强疫苗接种的同
时，维持防疫措施也是必要的。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欧洲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4 日发表联合报告， 呼吁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
尽快充分接种。 报告说，只要新冠病毒仍在传播，每个人都应
遵守规定，继续采取防范措施，包括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即便是已经完整接种的人也该如此。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李骥志 陈占杰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