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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扩散
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多国限制假期出行
圣诞和新年假期临近，然而变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进一
步蔓延，感染人数持续增加，给节日
的喜庆氛围蒙上阴影。
对此，欧洲多国政府升级旅行和
社交限制措施，加强入境人员检测，
关闭部分公共场所，推进新冠疫苗接
种。欧洲卫生专家表示，奥密克戎毒
株具有较高传染性与免疫逃逸能力，
而现有主要依赖疫苗的防疫方针通
常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因此
各国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更果断迅速
的防疫措施，
限制变异毒株扩散。

正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世界卫生组织 20 日表示，奥密
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更
快，且会感染新冠疫苗接种者与感染
康复者。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20 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欧盟已有
28 国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截至 20 日，英国累计报告奥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45145 例。首都
伦敦市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
每两到三天增长一倍。英国卫生安
全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英国的奥
密克戎毒株传染数，即 R 值已超过 3，
这意味着每个感染者平均能传染超
过 3 人。
法国目前累计奥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 347 例。然而医学研究人员
表示，实际感染病例数远高于统计数
据。法国总理卡斯泰 17 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预计奥密克戎到 2022 年
年初将成为在法国的主要流行毒株。
比利时政府前新冠疫情事务发
言人、病毒学家埃马纽埃尔·安德烈
20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比利时的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者已占 20%，而这一比例在 17
日为 10%；荷兰卫生部门 19 日表示，
预计奥密克戎年底前可能成为在荷
兰的主要流行毒株，可能导致住院病
例和重症病例剧增，远超医院负荷能
力；爱尔兰卫生部 19 日发表声明说，

该国当日新增的确诊病例中约 52%
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奥密克戎
已成为在爱尔兰的主要流行毒株。

限制假期生活
法 国 首 都 巴 黎 市 政 府 18 日 宣
布，取消原计划于 12 月 31 日晚在地
标建筑巴黎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
举行的跨年庆典活动。
多个国家已经着手限制民众的
新年假期聚集活动。爱尔兰政府规
定从 12 月 20 日至明年 1 月 30 日，所
有餐馆、酒吧在晚 8 时前停止营业，
且民众不得于晚 8 时后在公共场所
举行室内活动；荷兰政府 18 日宣布，
从 19 日至明年 1 月 14 日，餐馆、咖啡
馆、影剧院、博物馆和室内体育馆等
非必需公共场所停业；丹麦从 19 日
起关闭博物馆、动物园、游乐园，停止
各类有现场观众的体育赛事，同时缩
短餐厅营业时间至晚上 10 时。
英国同样公布了圣诞假期的限
制措施。

俄罗斯宣布

两名德国驻俄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
20 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
20 日宣布两名德国驻俄大
使馆工作人员为
“不受欢迎
的人”，
以回应德国政府作
出的相关
“不友好决定”
。

俄罗斯外交部20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
俄外交部当
天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冯盖
尔，
就德国政府宣布两名俄
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为
“不
受欢迎的人”提出严正抗

这 是 12 月 20
日在美国纽约时
报广场拍摄的数
字“2022”的 灯 光
装置。当天，这组
“2022”灯 光 装 置
运抵时报广场与
公众见面，展示几
天后将被安装在时
报广场一座大楼楼
顶，迎接 2022 年的
到来。
（新华社发）

推进接种加强针
意大利尚未公布针对圣诞和新
年的最新防疫政策。意总理马里
奥·德拉吉 20 日说，将根据奥密克戎
毒株的数据继续评估圣诞假期的防
控措施，而现阶段的关键仍是以最
快 速 度 推 进 接 种 加 强 针。截至 20
日，意大利 12 岁以上人口中已有超
过 85%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其中超过
7 成已经接种加强针。
截至 20 日，英国 12 岁及以上人
口中超过 81%已接种两剂疫苗，其中
超过 50%的人员接种了加强针。
比利时卫生部门 20 日决定，将
为该国 5 岁至 11 岁儿童接种新冠疫
苗。丹麦已出台包括室内和公共交
通口罩令等社会管制措施，以及敦促
国民接种疫苗加强针等。
（据新华社罗马 12 月 20 日电）

议。俄方认为，
德国法院的
判决完全不公正、不客观，
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俄
方坚决否认有关俄国家机
构参与此案的
“毫无根据和
不切实际”
的指控。

马达加斯加发生沉船事故至少 17 人死亡
据新华社塔那那利佛
12 月 20 日电 马达加斯
加东北部海域 20 日发生
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60 多人失踪。

据马达加斯加媒体
报道，一艘载有约 130 名
乘客的船只 20 日上午从
马东北部安塔南贝出发，
在前往苏阿涅拉纳-伊翁

古的途中轮机舱进水，随
后沉没。截至目前，沉船
事 故 造 成 至 少 17 人 死
亡，40 多人获救，仍有 60
多人失踪。

海地运油车爆炸死亡人数升至 90 人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12 月 20 日电 太子港消
息：海地北部城市海地角
副市长帕特里克·阿尔莫
诺 20 日说，该市 14 日发
生的运油车爆炸事件已造
成 90 人死亡。

海地民防部门公告显
示，14 日凌晨，一辆运油
车在海地角发生交通事
故。一些民众为收集泄漏
的汽油聚集在运油车附
近，该车随后发生爆炸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

据报道，这辆运油车
在行驶时为避开一辆摩托
车而失控翻倒。除人员伤
亡外，爆炸还造成数十间
房屋起火燃烧。部分事故
遇难者的葬礼将于 21 日
在海地角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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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澳洲羊毛
轻盈、柔软、保暖，有亲肤感
蓄热锁温，保持暖意
吸汗透气，不憋闷，超舒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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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质柔软，手感舒适
弹力大、韧性高，更具耐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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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驼毛绒为珍贵的纺织原料，以其细
密、光滑、重量轻、柔软韧性好，被称
为御寒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