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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推行强制措施，民众抗议游行不断
第四波疫情席卷欧洲

11月以来，由于天气转冷，加之西
方开始进入各种节日狂欢季， 欧洲多
地正遭受第四波疫情冲击。奥地利、德
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日均感染人数接
近甚至突破疫情以来的历史最高纪
录。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3

日说，到明年3月，欧洲区域可能新增

70万新冠死亡病例， 累计病亡人数将
超过220万。

目前有关国家纷纷采取各种紧急
限制措施，而比利时、荷兰等国一些民
众却因反对政府的强制措施与警方发
生暴力冲突。

奥地利近一段时间以来日均确诊
人数超过1万 ，17日更是创下1.4万确
诊病例数的新高， 因此奥地利是欧洲
这一波疫情中较早采取严格管控措施
的国家。总理沙伦贝格19日宣布，该国
从11月22日起再次“封城”20天。这是
第一轮，其后将视情而定。封城期间，

民众除上班、 采购生活必需品和运动
之外，不得外出。沙伦贝格还宣布，明
年2月1日起将在全国推行强制接种疫
苗措施。

20日， 就在沙伦贝格宣布封城的
第二天， 在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号
召下， 维也纳21日爆发了疫情以来最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约4万情绪激动
的民众上街抗议政府的强力措施。此
前更有3个青年为了泄愤烧毁了一辆
警车， 被捕后承认他们还意图将一名
警员诱至僻静处泼油纵火。

比利时近期日均新增病例过万。

政府宣布从11月20日至明年1月28日
加强防疫力度。 这段时间涵盖了大部
分的节日狂欢季， 包括圣诞和新年两
个节日。 其间强制实施每周四天远程
办公； 在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实施更
严格的防疫要求， 包括出示完整的疫
苗接种记录，或当场接受测试。另外，

当局还要求医护人员从明年1月起，必
须接种疫苗， 到4月1日仍未完成接种
者将失业。 医护工会已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准备组织罢工。

荷兰的日均新冠感染人数也明显攀
升。 荷兰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大型
集会； 关闭电影院、 剧场等公共场所；

全面强制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等。 著名
的港口城市鹿特丹和国际法庭所在地海
牙19日和20日分别出现数百人的抗议和
骚乱。 21日， 荷兰南部多地出现了数处
纵火现象 。 抗议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
突， 防爆警察被迫鸣枪示警和自卫， 双
方各有伤者。 报道称， 在荷兰接连几天
的暴力示威活动中， 已有100多人被捕，

鹿特丹警方甚至动用实弹向抗议者射
击， 导致4人受伤。 荷兰卫生部门22日
称， 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3

万多例， 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的
单日新增感染人数。

据路透社报道， 荷兰首相吕特22日
大骂示威者是“白痴”。他称，“我知道社
会上有很多紧张情绪， 因为我们长期以
来一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痛
苦。 但我永远不会接受白痴们仅仅因为
不高兴就制造的暴力。”他强调，示威者
制造了“针对我们的警察、消防员和救护
车司机的纯粹暴力”。

欧洲这一波疫情报复性反弹除了气
候转冷之外，还有多种原因。一是尽管欧
盟国家总体疫苗接种率较高， 平均达到

67%，但各国都有部分民众因担心、疑虑
不愿或不敢接种疫苗的情况。 加之专业
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实际感染人数， 以便
及早控制感染源，因此致疫情迅速蔓延。

二是有些国家如德国是联邦制， 各州有
自主决定防疫政策的主动权， 联邦的主

张和政策常受掣肘，各州措施、步调不
一也妨碍整体防控效果。 三是各国经
济无法长时间承受严格的疫情封锁。

四是政府必须在控制疫情、 保证总体
卫生安全与照顾民众情绪之间小心平
衡。因此，各国防疫管控总体上时紧时
松，导致疫情多次反复。

据记者观察， 欧洲很多民众对疫
情持较为淡然态度。 很多人在露天场
所都不戴口罩。上周六晚，德国有2万
多人聚集体育场， 现场观看了柏林联
合足球俱乐部和柏林赫塔队的柏林
“德比”。 然而政府当局及此间分析人
士均表示， 欧洲第四波疫情后果不容
乐观。 至少这个圣诞和新年或多或少
会受到影响。

(本报柏林11月24日专电)

将同东盟国家继续携手维护人民健康
就中国向老挝、柬埔寨等提供抗疫物资和疫苗，外交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王
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将同东盟国家继续携手合
作，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助力地区经济复
苏，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

有记者问：昨天，中国外交部向老挝
援助了一批防疫物资， 支持老挝边境地
区早日控制疫情。 柬埔寨首相洪森曾表
示， 柬埔寨国家疫苗接种计划的成功实
施与中国提供的新冠疫苗密不可分。东
盟秘书长林玉辉日前也表示， 中国的疫
苗支持和援助有效助力了东盟成员国抗
疫。有媒体认为，抗疫合作促进了中国东
盟关系发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国向老挝、柬埔寨等提
供抗疫物资和疫苗， 这是中国同东盟开
展抗疫合作的缩影。 包括洪森首相在内
的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和东盟秘书长对中
国东盟抗疫合作均给予积极评价， 这充
分体现了中国同东盟共建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高水平。

“高水平体现在双多边相结合。”赵

立坚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久，中国
和东盟即召开特别外长会， 一致同意加
强区域抗疫合作。迄今，中国已向东盟十
国提供了超过5亿剂新冠疫苗和大量抗
疫物资。“从提供抗疫物资到分享防控经
验， 从联合研发疫苗到保障地区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中国与东盟正在以实际行
动诠释守望相助、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精神。”

“高水平也体现在立足当下、面向未
来。”赵立坚说，在刚刚举行的中国—东
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
方宣布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
议，包括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
疫苗无偿援助，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500

万美元，加大疫苗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

开展关键药物研发合作， 帮助东盟加强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提
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中
方还将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各国提供15

亿美元发展援助， 用于东盟国家抗击疫
情和恢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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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蓓华

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外交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王
宾） 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的 “领导
人民主峰会” 受邀名单包括台湾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答问时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
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 “领导人民主峰
会”， 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向 “台独” 势
力提供任何讲台， 停止为 “台独” 势力
张目。

赵立坚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
台湾当局参加所谓 “领导人民主峰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
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台湾
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别的国际

法地位。 “我们严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
止向 ‘台独’ 势力提供任何讲台， 停止
为 ‘台独’ 势力张目。 为 ‘台独’ 势力
搭台 ， 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 。 与 ‘台
独’ 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至于 “领导人民主峰会”， 赵立坚
说， 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 他说， 民主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 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 民主只不
过是一个幌子， 是美方拿来推进其地缘
战略目标、 打压他国、 分裂世界、 服务
自身维霸私利的工具。 美方披着民主外
衣推行集团政治、 挑动阵营对抗之举，

是冷战思维的再现， 受到国际社会有识
之士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多国释放石油储备着眼为油价降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美国政

府23日宣布， 将联合多个主要石油消费
国释放石油储备， 以便为油价降温。目
前，已有多国表示将释放石油储备。

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7年来高
位， 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
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白宫23日宣布，美
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

万桶原油， 以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
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
油价。

美国能源部表示， 这5000万桶原油
最早将于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
中1800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 将直接销
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待油价
平稳后约定于2022年至2024年归还战略
石油储备。

日本政府24日宣布， 将配合美国为
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

在不违反石油储备法的前提下释放国家
过剩石油储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时
强调， 原油价格稳定是关乎疫后经济复
苏的重要课题。

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政府一名高级
官员23日表示，印度将在未来7至10天内
释放5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由于国际原
油价格上涨， 今年印度国内汽柴油零售
价格上涨幅度超过20%。同时，燃料价格
上涨已显著提高印度制造业、 物流业投
入成本，从而加剧该国通胀压力。

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23日表示，韩
国将参与美国提议的共同释放石油储备
计划。具体释放规模、时间等不久将正式
公布。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球
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克罗夫特预计，此
次多国联合释放的原油储备规模预计为

6500万桶至7000万桶。

俄美围绕乌克兰局势舆论斗争白热化
美方散布“俄罗斯集结10万大军准备入侵乌克兰”消息遭俄方驳斥

11月22日， 克里姆林宫和俄联邦
对外情报局等多个机构对近期美国国
务院有关“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准备
入侵乌克兰”的说法一事作出回应。

塔斯社报道称， 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 美媒有关
“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报道是假
新闻， 其真实目的是为基辅企图发动
攻势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打掩护。“这
是一场有针对性的宣传煽动活动，彭
博社是假新闻投放渠道， 数家美国媒
体积极参与其中。”佩斯科夫称，这种
火上浇油的做法是再度企图将俄罗斯
描绘成破坏（乌东问题）解决进程的一
方。“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伪装，目的
是掩盖基辅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的进
攻意图。”佩斯科夫表示。

同一日， 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也作
出回应。 该局新闻处的消息称， “俄
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 是绝对虚假的
消息， 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向盟友和合
作伙伴传达这一消息， 试图恐吓国际
社会。

俄对外情报局强调， 渲染俄罗斯
入侵的同时， 美国也在不断武装乌克
兰，“这不由让人回想起2008年8月格
鲁吉亚入侵南奥塞梯之前， 美国及其
盟友的所作所为。”

11月以来， 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
克兰问题的交锋持续不断。 美国 “政
治” 网站11月1日发布多张卫星图片
称， 俄罗斯正在俄乌边境地区部署兵
力。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随后表
示， 不愿意猜测俄罗斯的真实意图，

但此前俄罗斯一直有意用武力侵略乌

克兰。

佩斯科夫稍早回应称， 美国媒体的
卫星图片是 “低端的爆料”， 照片上的
“边境地区” 实际是俄罗斯斯摩棱斯克
州的叶利尼亚 ， 该地区不与乌克兰接
壤。 尽管俄罗斯澄清了兵力部署问题，

但西方不仅未消除担忧， 还继续向乌克
兰提供军事援助。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

日报道称， 美国第四批军事援助物资已
抵达乌克兰， 价值约6000万美元， 其中
包括约80吨弹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3日称，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向
乌派遣军事顾问、 发运武器新装备的可

行性， 或将包括 “标枪” 反坦克导弹以
及迫击炮。

虽然俄方多次驳斥， 多家美媒仍然
乐此不疲地跟进 “政治” 网站进行 “连
续剧式” 报道： 《福布斯》 称， 俄军在
乌边境集结， 美国已同盟国共享了相关
情报资源； 《纽约时报》 称美国严肃对
待这一事件， 不认为俄罗斯虚张声势；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 天气越冷， 俄军
“入侵” 的可能性越大， “可能就在几
周内发生”； 彭博社22日甚至发文推演
了俄军发动攻击的三条进军路线： 分别
从本土俄乌边境一线、 克里米亚和白俄

罗斯三个方向进行进攻。

对于美媒的报道， 乌克兰最初也
不以为意， 但当前的口吻已与美国如
出一辙：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
诺夫21日对《军队时报》称，俄军准备
于明年1月底至2月初的某个时间对乌
克兰发动武装进攻， 他认为在时间点
上美乌估算大体一致。 布达诺夫还表
示， 俄军目前在乌边境集结兵力超过

9.2万，与今年春天双方边境陈兵之数
相当。他推测，俄军将首先发动空袭，

然后是炮击和装甲部队突击。同时，俄
军会在乌克兰东部的敖德萨、 马里乌
波尔实施空降攻击， 以及从白俄罗斯
方向发动地面进攻。

对于这些“有板有眼”的推测，俄
对外情报局称是 “美国国务院一手编
造出来的”，“受人尊敬的外交部门正
变成虚假宣传的喉舌”。

俄外长拉夫罗夫透露， 俄美最高
领导人将在可能举行的会晤中严肃讨
论乌克兰局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和普京的接触在美国“鹰派”甚至
其英国盟友看来难以接受。 近日美国
国会10名共和党议员致信国务卿布林
肯，要求政府加强对乌军事援助，采取
更加强硬的对俄政策。

英国首相约翰逊17日也表示，如
果俄罗斯对乌发动“军事冒险”，将是
一个“悲剧性错误”，英国《镜报》报道
称，英国准备向乌克兰部署600名特战
队士兵，“以缓解乌克兰的军事忧虑”。

分析认为， 无论是美国鹰派还是
约翰逊，无非想恶化第二次“普拜会”

的会谈氛围，迫使会谈难以取得成效，

继而从中渔利。

纳扎尔巴耶夫决定移交党主席职位
将继续担任哈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一职

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11月23日报
道，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的新闻秘书乌克拜称， 纳扎尔巴耶夫已
作出决定，将“祖国之光”党党主席一职
移交给现任总统托卡耶夫。

乌克拜是在“祖国之光”党政治委员
会扩大会议结束后在社交软件上发布的
相关信息。乌克拜表示，根据该党党章，

党主席的选举和罢免将由党代表大会决
定。在此之前，纳扎尔巴耶夫将继续担任
党主席。

2019年3月20日，纳扎尔巴耶夫毫无
征兆地辞去了担任近30年的哈萨克斯坦
总统一职， 移交给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托
卡耶夫。2021年4月， 纳扎尔巴耶夫又将
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主席职务移交给了
托卡耶夫，但仍担任该机构名誉主席。

目前纳扎尔巴耶夫仍担任国家安全
会议主席一职。 他在2018年7月5日签署
批准的《安全会议法》规定，国家安全会
议作为哈最高权力机构， 是负责协调统
一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宪法机构，旨
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保护国家宪法秩
序、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在国际政

治舞台上保障哈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会
议及主席的决定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

《安全会议法》还确立纳扎尔巴耶夫为安
全会议终身主席， 会议成员由总统和安
全会议主席商讨选定。 另外，2020年，托
卡耶夫又签署了有关人事任命的相关命
令， 扩大了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在该方面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纳扎尔巴耶夫辞
去总统一职后，哈国内便一直存在现任总
统托卡耶夫和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双
重政权”的传言。目前，托卡耶夫并未对纳
扎尔巴耶夫的决定作出相关回应。

爱因斯坦手稿拍出逾1300万欧元
是目前已知的两份探索相对论的工作手稿之一
佳士得拍卖行23日在法国巴黎拍出

一份包含已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内容的计算手稿， 加上佣金等费
用 的 总 成 交 价 高 达 1338.3万 欧 元 。

据佳士得拍卖行网站介绍， 这份罕
见手稿共有54页， 包含相对论的准备工
作，是爱因斯坦和同事兼好友、瑞士工程

师米歇尔·贝索1913年6月至1914年年初
在瑞士苏黎世写成。据路透社报道，这是
目前仅知的两份记录爱因斯坦探索相对
论过程的工作手稿之一。在手稿中，爱因
斯坦和贝索尝试用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
早期版本解决水星轨道异常问题。

乔颖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1月 22

日，在德国法

兰克福圣诞

市场外，一名

工作人员检

查市民的健

康通行证。

新华社发

11 月 23 日， 一艘载有两艘经过改装的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的船只抵达

乌克兰港口敖德萨。 视觉中国

超级大乐透第 2113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4＋07＋17＋29＋31 05＋06

一等奖 4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2 8000000 元
二等奖 79 181363 元
二等奖（追加） 36 145090 元
三等奖 254 10000 元
四等奖 685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262006660.75 元

排列 5 第 2131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4 0 3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31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9 4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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