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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也是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孔
子课堂的学生们时隔半年重新复课的日子，中乌师生们用一场精彩演出
庆祝这一特殊时刻。乌克兰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孔子课堂于2019
年6月揭牌成立，是欧洲首个音乐孔子课堂。 新华社发

欧洲首个音乐孔子课堂复课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参与
监管审批的 8 名官员和科研学者
10日在《今日美国报》联合发表专
栏文章，承诺保持这家机构面对政
治力量时的独立性，今后作有关新
冠疫苗和疗法的决策时，“继续遵
循最好的科学（原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
暗示新冠疫苗有望在11月3日总
统选举前“就位”。《今日美国报》
说，特朗普眼下预期疫苗可能在
10 月，即赶在总统选举前问世，
但公共卫生官员都不愿给出特
定时间表。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药管局承诺严把新冠疫苗关

9月10日，在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州，一名女子打伞走过一处鼓励民众
戴口罩的涂鸦。墨西哥卫生部10日晚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
计确诊病例达652364例。 新华社发

墨西哥新冠确诊病例超65万

9月10日，一名患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流动火车车厢医疗站取药。
南非的流动火车车厢医疗站由5节车厢组成，每周会固定在一个铁

路沿线城市服务。除新冠病毒检测外，流动火车车厢医疗站还配备有牙
科和眼科等，方便铁路沿线城市市民就医。 新华社发

南非：流动的火车车厢医疗站

据新华社安曼 9月 11 日电
（记者冀泽）约旦西北部一座军火
库当地时间 11 日凌晨发生爆炸，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约旦新闻事务国务大臣兼政

府发言人阿姆贾德·阿达莱说，当
地时间 11 日凌晨，该国西北部扎
尔卡地区一座存放有迫击炮弹的
军火库发生爆炸，初步调查发现事
故为军火库电源短路所致。

约旦一座军火库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11 日电
（记者郭丹） 日本政府 11 日召开
内阁会议，任命外交官垂秀夫为新
一任驻华大使，接替现任大使横井
裕。垂秀夫将于年内赴任。

垂秀夫现年 59 岁，1985 年进

入外务省，1986 年曾在南京大学
留学，曾任日本驻华公使，2019年
任外务省官房长至今。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内阁会
议后的记者会上说，垂秀夫中文很
好，参与过多项有关政策的制定。

日本任命垂秀夫为新任驻华大使

上图：9 月8 日，人们从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前经过。

下图：9月8日，一名男子骑自
行车经过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各地近期陆续开学以来，
每日新增感染病例数迅速上升，多
所学校出现小规模集中感染。为
遏制疫情蔓延，大曼彻斯特地区实
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新华社发

英国开学后新冠感染病例数上升
据新华社洛杉矶 9 月 10 日电

（记者高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
持续燃烧，加州林业和消防局10日表
示，今年以来加州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1.25万平方公里，创下了加州年度山
火过火面积历史新高。

目前，加州北部综合火场的山火
仍在不断蔓延。截至10日晚，当地的
山火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失踪，约2
万人被迫撤离，2000多栋建筑被烧毁。

美国加州山火
过火面积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
强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重要
讲话催人奋进，必将鼓舞中国人民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勠力同心，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道路上奋勇前进。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
长、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兼常务
副会长吴昊说，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伟大力量。在同疫情抗争中淬炼

出的伟大抗疫精神必将激励中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美国亚利桑那州华人华侨联合总
会理事长杨文田表示，中国抗疫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
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我们将在
伟大抗疫精神鼓舞下为民族复兴不断
贡献自己的力量。

英国剑桥华人社区中心主席孙伟
表示，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
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们
为祖国感到自豪。

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金麟泽
表示，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伟大
抗疫精神必将鼓舞中国人民在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上一路向前。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会长王海
军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
国上下一盘棋，勠力同心、凝聚合力、
共克时艰。祖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所带来的机遇和希望让我们备受鼓
舞，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正当其时。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
长颜天禄说，仅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就
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
内，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
最好诠释，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
德观念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人民敬

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李学刚

说，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向世界阐释了
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制
度之基、精神之源，让我们备受鼓舞。

智利福建总商会会长林斯辉说，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有助于凝聚民族复
兴力量，我们要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巴拿马“拉美侨声报”董事长、巴
拿马中华总会秘书长周健说，在抗疫
斗争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华民
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将激
励中国人民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永
不放弃、永不退缩。

伟大抗疫精神鼓舞中国人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奋勇前进
——海外侨界人士热议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牛津大学团队研发的候选新冠
疫苗是英国进展最快新冠疫苗项
目，也是英国政府重点支持的疫苗
项目。但该项目合作方英国阿斯利
康制药公司日前宣布，因有关受试
者接种这款疫苗后有“疑似严重不
良反应”，决定暂停所有临床试验中
的疫苗接种，启动标准评估程序。
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英国这一新冠疫
苗项目进度？

这款名为AZD1222的新冠疫苗
由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和牛津疫苗小
组合作研制。牛津大学今年4月下旬
启动疫苗临床试验，随后与阿斯利康
达成协议，将在该候选疫苗的全球开
发和分发上展开深入合作，这也是为
了确保疫苗能更快完成各阶段临床试

验并展开大规模生产。
阿斯利康在一份正式声明中

说：“作为正在进行的阿斯利康、牛
津（大学）新冠疫苗随机、对照全球
试验的一部分，我们已启动标准的
评估程序，并主动暂停所有临床试
验中的疫苗接种，以便由一个独立
委员会对还无法解释的单一疾病事
件的安全数据进行评估。这一事件
是在英国开展的3期临床试验中发
生的。”

这家公司还表示，当试验中出
现“可能无法解释的疾病”时，暂停
试验并开展调查属于“常规操作”。

阿斯利康曾在8月31日发布的
声明中承诺，将用最高的安全标准
来开发AZD1222疫苗。

在阿斯利康宣布暂停这一候选
新冠疫苗接种前，疫苗已在美国启
动3期临床试验，在英国、巴西和南
非也已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段。

不过，有专家指出，从过往的各
类疫苗研发和使用经验来说，有时
候一些人士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或
许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疫苗本身。伦
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斯蒂
芬·埃文斯教授举例说，2009 年，英
国一名年轻女性接种 HPV（人乳头
瘤病毒）疫苗后没多久就死亡，那批
疫苗很快被封存起来，但后来的调
查结果显示，这名女性的死因其实
是与她胸部一个罕见恶性肿瘤有
关，而不是疫苗。 记者 张家伟

据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英国重点新冠疫苗项目遇阻
安全性仍是焦点

据新华社喀布尔 9 月 11 日电
（记者陈鑫 邹德路） 阿富汗国防部
11日发表声明说，阿东部楠格哈尔省
一所安全部队检查站当天凌晨遭塔利
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 6 名安全部队
士兵死亡，5人受伤。

声明说，塔利班武装分子于当地
时间 11 日 1 时 30 分对该检查站发动
袭击。塔利班方面也有伤亡，但声明
未提及具体数字。

塔利班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阿富汗东部
检查站遇袭致死6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
者杜鹃） 伊朗军方 10 日在霍尔木兹
海峡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三天的年度军
事演习。伊朗军方说，在伊方警告下，
曾经在演习海域上空活动的美国无人
驾驶飞机已经离开。

这场军演代号“佐勒法加尔99”，
范围是印度洋北部至霍尔木兹海峡东
端大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域。地面部
队、海军和空军参加军演。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
附近举行年度军演

据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媒体报
道，以色列新冠疫情防控小组10日同
意下周起在全国范围“封城”14 天。
以色列 10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4000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
高纪录。

德新社援引以色列当地媒体消息
报道，14天“封城”举措需要政府13日
批准，届时将决定“封城”起止日期。

以色列人将在 18 日迎来犹太新
年，随后是其他宗教节日。这些假期
可能赶上“封城”。

以色列拟
下周起“封城”14天

●随着秋季新学期到来，美国各
高等院校面临遏制新冠疫情在校
园蔓延的难题。全美50个州均
有大学或学院报告校内人员新冠
确诊病例，累计总数4万多例。

●据阿富汗媒体10日报道，阿富
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将于12
日在卡塔尔举行。

●叙利亚官方媒体11日报道，叙
利亚当天凌晨挫败以色列对叙北
部重镇阿勒颇的导弹袭击，摧毁
多枚导弹。

●摩洛哥内政部10日发表公报
说，摩中央司法调查局当天在多
地开展行动，逮捕5名与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有关联人员。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据
美联社西雅图9月4日报道，一个被
广泛引用的模型预测，除非各国政
府采取行动，否则北半球不断恶化
的疫情将再导致190万人在2020年
死于新冠肺炎。

报道称，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

活在北半球。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
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克里斯
托弗·默里说，呼吸道疾病往往会在
冬季达到高峰，这一季节性效应预
计也适用于新冠肺炎。这一疾病模
型基于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因此存
在大量不确定性。

报道称，IHME 的模型预测，这
轮感染将于12月中旬在全球达到顶
峰，届时每天约有3万人死亡，12月
初在美国达到顶峰时每天约有2900
人死亡。根据预测，到明年1月1日，
印度、美国、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的累
计死亡病例数量将居世界前列。

模型预测

新冠疫情到年底或再致190万人病亡

据新华社伦敦 9月 11 日电
（记者杨晓静 杨海若） 英国政府
11 日宣布，已与日本达成贸易协
议。这是英国自今年 1 月 31 日

“脱欧”后达成的首份重大贸易
协议。

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说，英国

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与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当天上
午的视频会议上已原则同意《英日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英国与日本 6 月初正式启动
贸易谈判。英国官方数据显示，日
本目前是英国第11大出口市场。

英国达成
“脱欧”后首份重大贸易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