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多地近日出现新冠病毒新变异
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而旧变异株德尔
塔威力未减。总统约瑟夫·拜登 12月 2日
制定今冬疫情应对策略，包括收紧入境管
控、 要求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报销客户居
家检测费用。

多州发现“奥密克戎”
纽约州卫生官员 2 日宣布发现 5 人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其中一人近期去过
首先发现这一毒株的南非。 同一天，夏威
夷州宣布， 该州出现首例感染奥密克戎
毒株病例且是社区传播病例， 因为这名
感染者近期没有境外旅行史。

截至当天， 美国累计报告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 9 例，涉及纽约州、夏威夷
州、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科罗拉
多州。

据路透社报道， 加州和科罗拉多州
病例最近去过南非且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加强针。 明尼苏达州病例近期没有境外
旅行史， 是美国本土已知首例奥密克戎
毒株社区传播病例。

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说，明
尼苏达州病例上月到纽约开会，因而“应
当假定我们城市存在社区传播”。纽约州
已着手开展病毒追踪， 以遏制奥密克戎
毒株传播。

南非 11 月 24 日首次向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这
一毒株目前存在很多未知情况， 例如传
染性是否强于先前毒株、 是否会令感染
者出现更严重症状、 是否会削弱疫苗效
力等。

拜登发话：“不要乱”
拜登 2 日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说：“我们要基于科学，快
速应对这一变异株，不要乱。 ”他同时提
醒，今年冬季感染人数会攀升。

拜登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应
对疫情。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迄今已有 1.96
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比例不足
总人口 60%，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 鉴于疫苗保
护效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加上奥密克
戎毒株出现， 所有已接种疫苗的成年人
应接种加强针。

一名政府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 政府将从本月 6 日起对所有入境
旅客实施更严格的检测规定， 要求所有
从别国飞抵美国的旅客提供出发前一天
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美国政府现已禁止 14 天内在南非、
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莱索托、
斯威士兰、 莫桑比克和马拉维停留过的
几乎所有外国旅客入境， 并建议美国民
众避免前往上述八国。

“德尔塔”还在肆虐
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密克戎毒株

的同时，旧变异株德尔塔威力未减，仍在
往一些医院“输送”大量患者。

缅因州疾控中心主任尼拉夫·沙阿
说：“奥密克戎是远处的火花， 德尔塔是
今天这里的火。 ”截至本周周中，缅因州
在医院接受救治的新冠感染者为 334
人，这一人数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值。

美联社报道， 美国目前所有新冠病
患几乎均系德尔塔毒株感染。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医
生安德烈·卡利尔说 ： “德尔塔还未平
息。 ”内布拉斯加州 11 月 30 日报告新冠
住院病例 555 例，是去年 12 月启动疫苗
接种以来最高值。

美国眼下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约
8.6 万例。 过去两周，全美人均新增病例
排名前三的州是密歇根州、 新罕布什尔
州和明尼苏达州。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累计新冠
死亡病例超过 78 万例， 相当于每天约
900人因感染这一病毒丧命。

陈丹 （据新华社专特稿）

荨 12 月 1 日 ，人
们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附近的一家医院

等待接种新冠 疫

苗。 南非国家传染
病研究所 12 月 1
日数据显示， 南非
当天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 8561 例，比前
一天增加近一倍。

新华社发

退休前“最后一讲” 默克尔苦劝“快打疫苗”
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 12 月 4 日发表每周例行的视

频讲话，呼吁民众团结抗击新冠疫情，尽快接种疫苗，严格执
行防疫措施。 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预计将于下周卸任，这是
她退休前最后一次每周视频讲话。

默克尔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第四波疫情，形势
非常严峻。在我国部分地区，疫情形势可以用猛烈来形容。我
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一危险病毒。 ”

德国近期疫情趋紧。 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4 日
数据显示，德国过去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6.4 万例，累
计确诊突破 611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378 例，累计死亡逾 10
万例。

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滕堡州报告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后， 首都柏林 2 日也报告这一新毒株
“现身”。

默克尔在讲话中对德国当前疫情形势表达担忧。 她提及
“人满为患的重症监护病房”、“极高的死亡人数” 以及因床位不
足导致重症病人被迫转运至其他地区接受救治的情况。 “每一
名患者的离去都让亲友感到震惊和无助，这原本可以避免……

我们掌握着对抗疫情的关键，那就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
她呼吁道：“快去接种疫苗吧。 无论是第一针还是加强

针，每一针都有用。 ”
默克尔感谢民众在疫情中展现出的理智和理解，希望他们

继续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按她的说法，未来数周将非常艰难，必
须团结起来克服困难，“我真诚希望我们能一起取得成功”。

面对凶猛疫情，德国已加码防疫措施。 根据联邦政府与
各州政府 2 日达成的协议，非生活必需品商店、餐厅、体育
馆、电影院、剧院等文化休闲场所将只允许新冠疫苗接种者
或新冠感染康复者进入。这些场所可进一步要求民众进入时
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未接种疫苗者需要接受病毒检测、结果阴性才可上班。
私人聚会人数同样受到限制。

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将于下周卸任，继任者是社会民
主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 朔
尔茨本周早些时候说，他主张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以遏制疫情
蔓延，希望最晚明年 3 月开始实施。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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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传入 韩国“解封”被迫熔断
韩国新冠疫情趋紧， 连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维持在

5000例左右高位，截至 12 月 5 日累计 12 人感染变异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防疫部门担忧，这一新毒株可能已传播至首
都首尔，决定自 6日起熔断“解封”进程，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5 日通报，过去一天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5128 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 5000 例，累计
确诊突破 47 万例。 韩国 3 日新增确诊病例 5352 例，创疫情
暴发以来最高值。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说，截至 5 日 12 时，单日新增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 3 例，累计达 12 例。 防疫部门初步判定，其
中 4 例在境外感染，另外 8 例疑因与这些病例直接或间接接
触在本土感染。

最初的 4 例病例从尼日利亚返回韩国。 其中两人是夫
妻，居住在仁川市；另外两例为 50 多岁的女性，居住在京畿
道高阳市。

防疫部门说，居住在仁川的夫妻把病毒传给儿子和一名
朋友，这名朋友又把病毒传播给另外 3 名亲友。 防疫部门认
为，新发现的 3 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因接触过仁川夫妻的朋
友而染疫。

现阶段， 仁川有 1088 人因与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有过接
触正在接受防疫部门健康监测，其中 522 人被判定为密切接
触者。同日，首尔报告 3 例奥密克戎疑似病例，检测结果预计
最早 6 日得出。 防疫部门担忧，这一新毒株可能已经在首都
传播。

随着韩国新增病例激增，重症监护病床数量告急。 全国
重症监护床位使用率达到 80%左右， 首都圈地区更是超过
90%，高于政府先前所设 75%的“解封”熔断标准。

韩国政府正在高度警惕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带来的影响，
决定自 6 日起暂停“解封”进程，转而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接
下来四周内， 首都圈地区私人聚会人数上限由先前的 10 人
下调至 6 人，其他地区由 12 人减少至 8 人。聚会者中最多只
能有一名未接种新冠疫苗者。

此外，前往桑拿房、酒吧和健身房等高风险场所必须出示
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进入餐馆、咖啡厅、
补习学校、电影院、博物馆等公众聚集场所也须出示证明。

韩国防疫部门数据显示，截至 5 日，韩国 80.5%的人口
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7.7%已接种加强针。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 12月 2日，人们聚集在美国纽约华尔街铜牛旁。 包括纽约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 2 日宣布出现更多变
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时隔八年 勃朗峰宝藏定归属
据新华社微特稿（欧飒）一名法国登山者 8 年前在勃朗峰

法国一侧沙莫尼市辖区发现一盒宝石，随后上交警方。 近日，
沙莫尼市政府依照法律， 与这名登山者平分了这盒价值不菲
的宝物。

法新社 12 月 4 日援引沙莫尼市市长埃里克·富尼耶的
话报道 ，这些宝石本周被平分为两份 ，每份价值大约 15 万
欧元（约合 108 万元人民币）。 他称赞登山者上交宝石的“诚
实”举动。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登山者 2013 年 9 月在勃朗峰一处
冰川发现一个金属盒，里面装有绿宝石、红宝石和蓝宝石。 这
些宝石分装在一个个印有“印度制造”字样的小袋子里。 他随
后将这批宝石交给当地警方。

1950 年 11 月和 1966 年 1 月各有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
在勃朗峰坠毁，分别造成 48 人和 117 人遇难。 多年来，不断有
登山者捡到与两起空难相关的物品，包括飞机残骸、行李，甚
至发现人体遗骸。

没了观众 东京奥运钱没花完
据新华社微特稿（李彦南）日本政府官员 12 月 3 日披露，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开支比预算至少低了 1500 亿日元（约
合 13.2 亿美元），缘由是新冠疫情影响下，大部分比赛现场没
有观众，有助于减少人力成本及其他花销。

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实际总开支不到 1.5
万亿日元（132 亿美元）。 由于疫情严峻，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不允许普通观众入场，导致门票收入损失大约 900 亿日元（7.9
亿美元）。 不过，人力成本和其他开支削减弥补了这部分损失。
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测温、安检、防暑、安保等人力成本
大大减少。

这意味着 ， 东京都政府或中央政府无需动用财政资金
额外追加投入。 据《读卖新闻》报道，不仅如此，东京都政府
和中央政府还可以分别收到超过 100 亿日元（8828 万美元）
“退款”。

全球变暖 北极降雨或成常态
据新华社微特稿 （袁原） 加拿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

示，由于全球变暖，北极的降水模式将加速转变，四五十年后
到北极看雨或成常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2 月 1 日报道，加拿大马尼托巴
大学研究人员用新的气候模型分析后预言，2060 年至 2070 年
期间，北极降水模式将发生显著转变，降雨将多过降雪。 研究
报告刊载于当天出版的英国杂志《自然·通讯》。

研究人员说，北极雨天变多很大程度上由海冰减少导致。
大面积的开阔海面和更高的气温意味着海水蒸发更多， 令北
极更湿润、降雨更多。 研究人员说，北极降雨多发会进一步导
致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最近刊载于欧洲《冰冻圈》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已经有 28 万亿吨冰融化，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北极的冰。

榜单出炉 这些城市生活最贵
据新华社微特稿（李彦南）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调查显示，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供应链紧张和消费者需求变化，许
多大城市生活成本上涨。 以色列特拉维夫在全球城市生活成
本排名中位列第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1 月 29 日报道， 经济学人智库今
年 3 月和 9 月对全球 173 个城市展开调查， 比较 200 多种日
常用品和服务价格，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名。

特拉维夫今年首次在这项排名中位列榜首， 而去年生活
成本最高的法国首都巴黎今年排名下降，与新加坡并列第二。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特拉维夫生活成本位列全球第一，缘
由是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和交通费用上涨、 以色列货币谢克尔
对美元汇率上涨。

其余进入全球生活成本前十名的城市从前到后依次为：
瑞士苏黎世、中国香港、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丹麦哥本哈
根、美国洛杉矶和日本大阪。

·多棱镜·

南非初步研究：

奥密克戎致二次感染风险比德尔塔高两倍
南非卫生专家 12 月 2 日发布的一项初步研究结果显

示，新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
是德尔塔毒株和贝塔毒株的三倍。

南非流行病学建模与分析中心、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
所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本国新冠确诊病例得出这一结论，认
为可以作为奥密克戎毒株能够引发二次感染的流行病学
证据。

他们在美国医学论文档案网上传有待同行评议的预印
本论文，以供交流。

二次感染指患者两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且相隔至少
90 天。研究人员分析了南非自去年 3 月疫情暴发至今年 11
月 27 日的确诊病例约 280 万例，其中疑似二次感染病例超
过 3.5 万例。按照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说法，二次感染病
例增多， 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有能力绕过初次感染触发的自
然免疫防线。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黑
德告诉法新社记者，这项研究引人关注，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是
“虚假警报”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南非流行病学建模与分析中心主任、 预印本论文作者
之一朱丽叶·普利亚姆说：“目前急需有关奥密克戎毒株引
发重症的数据，包括有感染新冠病史的患者。”另外，由于不
清楚患者疫苗接种情况， 普利亚姆和她的同事暂时无法确
定接种疫苗产生的免疫力能否抵抗奥密克戎毒株， 接下来
将就此展开研究。

南非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2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1535 例，远高于上月中旬每天大约 300 例的水平。 南非国
家传染病研究所说， 奥密克戎毒株正迅速成为南非最主要
的毒株。 普利亚姆预计，最早 12 月中旬能够建起这一毒株
在南非所有省份传播的感染模型。

李彦南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严重短缺 德国面临护理危机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德国 12 月 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说，德国熟练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到 2030 年这一缺
口将达 18.2 万人。

报告由德国知名公立保险机构巴尔默医疗保险公司发
布。 德新社援引报告内容报道，造成上述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德国需要护理服务的人越来越多。 报告估计，德国 2030 年
需要护理服务的人数将由目前的 450 万人升至 600 万人。 另
据德国《明镜》周刊 1 日报道，新冠疫情加剧了德国护理人员
短缺问题，因为依照先前预测，到 2030 年时德国约 500 万人
需要护理服务。

巴尔默公司负责人之一克里斯托夫·施特劳布说，目前熟
练护理人员缺口已经很大，“从哪儿填补缺口也是个问题”。 他
警告说，德国正面临“危险的护理危机”，呼吁政府对相关培训
给予更多投入。

12 月 1 日，消防员、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聚集在德国慕尼
黑的爆炸现场。 一枚二战遗留炸弹 12 月 1 日在德国慕尼黑一
火车站附近工地发生爆炸，造成 4 人受伤。

新华社发

工地爆炸 二战遗留炸弹伤人

··大世窗··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