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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
蔓延，多地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也为疫
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防控形势严峻。

在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多国出
台举措限制或禁止新年庆祝活动，严
防节日聚集、人员流动引起新冠病毒
快速传播。在疫情面前，各国防控措
施有得有失。新年过后，由于一些国
家确诊病例数激增，多国政府采取了
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并推进新冠疫苗
接种。

收紧初见成效
为减少感染，圣诞节和新年假期

期间，巴拿马全国采取严格的出行限
制措施，“禁足”时间累计达10天。自
4 日起，居民须按身份证尾号分时段
出行，周末全体“禁足”。

在新年假期期间，阿尔巴尼亚采
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每日自20时30
分至次日6时实施宵禁。

在从2020年12月24日起开始实

施的严格防疫管控措施下，意大利的
疫情形势趋于稳定。随着国家法定节
假日的结束，意大利新冠相关指标仍
低于2020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的峰
值，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都在逐渐下降。

出行导致攀升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呼

吁民众新年假期推迟出行计划，但仍
有大量民众在假期出行。该中心数据
显示，截至8日，美国近7日平均日增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4.8万例，创疫情
以来新高。尽管美国多项疫情数据刷
新纪录，但受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数据

统计滞后影响，目前的数据可能还未
完全反映疫情真实状况。

印度尼西亚政府取消了 2021 年
新年庆祝活动，并建议居民假期不要
出行。但印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发言人维库·阿迪萨斯米托 7 日
说，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迎来民众的
出行高峰，一些人未能严格遵守防疫
措施，致使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大幅
上升。

节后防控加码
新年假期结束后，全球多国新冠

疫情依旧严峻。日本、英国、德国等国
宣布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部分

国家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日本首相菅义伟 7 日晚宣布，首

都圈从1月8日到2月7日进入紧急状
态。日本政府围绕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率、病床使用率和一周内每百万人感
染者数量等6个指标设定了4个等级，
首都圈4个都县的上述指标基本接近
或超过了最高等级。

英国首相约翰逊4日晚宣布在英
格兰实施大范围“禁足”措施。德国联
邦和各州政府 5 日达成新协议，限制
疫情严重地区居民的出行范围。丹麦
首相弗雷泽里克森5日宣布，6日起进
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瑞典政府8
日晚宣布，从10日起实施更严格的抗
疫措施。

为了防控疫情，一些国家推动新
冠疫苗接种。目前，英国已有超过
130 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丹麦已有
超过5万人接种，以色列已有近200万
人接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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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国新年假期疫情防控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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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哈瓦那1月9日电
（记者朱婉君）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9日对中国政府向古巴
捐赠新一批抗疫物资表示感谢。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说，中国向古巴捐赠了38
台呼吸机，“我们感谢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长期支持与真挚的友谊”。
据了解，此次抗疫物资捐赠

交接仪式 8 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举行。中国驻古巴大使陈曦在捐
赠仪式上说，中国愿继续与古巴
开展合作，一同在抗疫行动中取
得成效。

古巴国家主席感谢中国抗疫援助

1月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圣加布里埃尔的一处自助新
冠病毒检测站，一名女子从口中获取检测样本。美国洛杉矶县近期新冠疫
情加剧，新冠确诊病例数、死亡病例数以及住院人数不断攀升。 新华社发

美国洛杉矶县：自助病毒检测

1月10日，搜救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戈戎不碌港检查打捞起的
失事客机遇难者遗体。印度尼西亚警方10日说，印尼搜救人员已打捞起
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部分遇难者遗体，并将其运往印尼国家警
察医院接受尸检化验。 新华社发

印尼搜救人员打捞起
失事客机部分遇难者遗体

1月9日，在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医务人员为一名女子接种疫苗。
英国政府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9937

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英国政府8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国目
前已经为近150万人接种了此前获批的两款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英国近150万人接种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0 日电
据日本《朝日新闻》1月5日报道，
今年的大学入学考试恐怕将在实
施紧急事态的情况下进行。10天
后的统一招生考试预计如期举行，
但之后各大学的校招考试就很难
预料了。

报道介绍，今年约有53.5万人

报名参加统一考试。统考第一期
日程安排在 1 月 16 日和 1 月 17
日。作为实施了30年的大学入学

“中心考试”的后续招生考试模式，
今年是首次实施统考。日本文部
科学省干部表示，距离统考不到两
周时间，现在宣布停考，反而会引
发混乱。

日本部分大学或取消招生校考

本组图为1月9日，在意大利米兰一家医院，杂技演员从屋顶降下，看望
病人。当日，杂技演员打扮成动漫人物的形象，从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医院屋
顶降下，看望生病儿童和新冠肺炎患者。 新华社发

“从天而降”看望病人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
月10日电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
中心消息，阿根廷西北部胡胡伊省
10 日发生 6.1 级地震。目前尚无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
息，地震发生于格林尼治时间10日
3时54分（北京时间11时54分），震
中位于胡胡伊省首府圣萨尔瓦多-
德胡胡伊市以西约146公里处。

阿根廷西北部发生6.1级地震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10日电
（记者梁辉）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
省抗灾机构负责人布迪曼 10 日
告诉新华社记者，该省双木丹县9
日晚间发生山体滑坡，已导致 11

人死亡、17 人受伤，据信还有 14
人被埋。

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救援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但因缺乏大型
机械，救援进展缓慢。

印尼山体滑坡致11人死亡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9日
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9日晚，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2200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37万例。

医疗机构面临人手短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该大

学数据报道，美国 2021 年头 9 天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例，新增死亡
病例超过2.6万例。截至8日的一周
内，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24.72万
例，再创新高，是2020年夏季峰值的
3.7 倍；日均新增死亡病例 2982 例，

同样刷新纪录。本月7日，美国报告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超过4000例，为
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本月9日，全美住院新冠患者总
数达 130777 人，为疫情暴发以来第
五高。前一天数据为 131889 人，为
疫情暴发以来第三高。

在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加利福
尼亚州，住院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医
疗机构面临人手短缺。

病患只能在院外等待
加州官员说，加州已向有需要

的医院和地方政府送去88辆冷藏拖

车，用于暂时安置遗体。
加州人口最多的洛杉矶县8日

报告新增318例死亡病例，创单日新
增死亡病例最高纪录。洛杉矶县表
示，随着可使用的重症监护床位不
断减少，将安排人员更好地配置现
有医疗资源，收治病患。美国媒体
报道，一些救护车送来的病患无法
得到及时收治，只能在医院外等待。

鉴于圣诞和新年假期刚过，医
疗人员说，人们通常在感染病毒两
三周后出现需要就医的症状，今后
一周形势不容乐观。 记者 陈立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新冠确诊病例超2200万

美国多地医疗机构承压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外交部第
一次官（副部长）崔钟建 10 日从韩国
首都首尔出发前往伊朗，寻求伊朗方
面尽快释放扣押的韩国油轮和船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4 日以“韩
国化学”号油轮“多次违反海洋环境相
关法律条例”为由，把这艘油轮及 20
名船员扣留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船
员中有5名韩国人。

韩外交部高官赴伊朗
谈释放遭扣油轮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0日电
（记者唐斌辉） 巴基斯坦能源部发言
人10日发表声明说，始于9日晚的全
国停电给生活和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巴各地电力供应正在逐步恢复，
其中包括拉合尔、卡拉奇和首都伊斯
兰堡。

声明说，位于巴南部信德省的古杜
发电厂9日晚11时41分发生故障，导致
高压输电线路断流，引发此次停电。

巴基斯坦各地
开始恢复供电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
者吴宝澍）印度政府9日宣布，将于1
月16日启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

印度卫生部说，第一阶段3000万
医护人员和安全部队人员等一线工作
者接种，第二阶段面向50岁以上人群
和 50 岁以下患多种疾病人群，完成
2.7亿人接种。

印度定于1月16日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多地7日
起遭遇强降雪，迄今导致2人死亡、百
余人受伤。

日本气象厅预报，新潟县、福井
县、富山县降雪预计持续至12日。新
潟县截至11日早晨的24小时降雪量
预计可达80厘米。

日本暴雪
致两死多伤

●卡塔尔政府9日宣布，即日起
重新启用通往沙特阿拉伯的陆路
口岸阿布萨姆拉，以方便人员进
出卡塔尔。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长克劳
迪娅·欣鲍姆9日说，该市一处轨
道交通设施当天发生火灾，造成
1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6条
轨道交通线路停运。

●阿富汗内政部10日证实，阿首
都喀布尔当天发生一起路边炸弹
袭击，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

●据瑞典《每日新闻》9日报道，
在瑞典第二波新冠疫情中新增了
30例儿童类川崎病病例，累计儿
童病例已达100例。

●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
视频显示，在印度北方邦，一群男
子残忍打死一头濒危珍稀动物恒
河豚。警方以此为线索逮捕3名
男子。按警方说法，被捕的3人
不认识恒河豚。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据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1 月 8 日报
道，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努力，为本国
民众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以应对不
断攀升的感染率、公众压力以及对
冠状病毒新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担忧。在这种病毒与疫苗的竞赛
中，一些此前对疫苗的批准和采购

持谨慎态度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澳
大利亚，现在正提出自己的时间
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以
色列，已经在努力迅速给本国的大
片人口接种疫苗，并且正在考虑进
一步加快疫苗发放速度。

报道称，韩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将
疫苗接种计划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了2

月份，这比计划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报道称，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

的过渡团队周五说，拜登将考虑通
过释放几乎所有可用剂量来加快疫
苗的分发速度，这样就能有更多人
接种第一剂疫苗，这与特朗普政府
的做法背道而驰，后者保留库存以
供第二剂的接种。

世界各国加快推进新冠疫苗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