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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综合10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截至

北京时间 29 日 7 时 32 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311

万例，死亡病例逾 21.6 万

例，欧洲多国正在逐步复

工复产。

法国各省分“红绿”

法国总理菲利普28日

公布“解封”线路图，自5月

11日至6月2日，各省将根

据防控情况和医院重症监

护能力等划分为“绿色”

或“红色”两类，“绿色”省

份将采取宽松的解禁方

案，“红色”省份的解禁措

施则更严格。

自5月11日解禁后的

3 周内，民众乘坐地铁、公

交等公共交通必须佩戴口

罩；政府仍然鼓励远程办

公。自5月11日起，全国的

幼儿园和小学逐步开放。在

疫情不严重的省份，初中从

5月18日起逐步开学。

根据解禁方案，所有食

品市场在5月11日之后可

重新开放，但顾客之间需保

持社交距离；部分商铺可以

重新营业，但在无法保证社

交距离时员工和顾客必须

佩戴口罩。电影院、剧院、大

型博物馆和音乐厅以及酒

吧、咖啡馆和餐馆在5月11

日之后将继续关闭。

多国逐步“解封”中

截至 28 日，德国累计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已

达15.96万。德国联邦疾控

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当天公布的“基本传染数”

R0从本月16日的0.7反弹

至0.9。专家呼吁公众即便

在“解封”后仍要继续尽可

能待在家中、保持人际距

离。截至 28 日，德国各地

800 平方米以下的商铺逐

渐恢复营业。5 月 4 日起，

中小学将部分复课。

意大利政府宣布从 5

月4日起制造业、建筑业和

批发业将恢复工作；从5月

18 日起，零售业、博物馆、

画廊和图书馆将恢复运营；

从6月1日起，酒吧、餐厅、

理发店和美容院将重新营

业。

奥地利政府28日进一

步解除限制措施，允许最多

10人聚集。瑞士从27日起

允许理发店、花店、建材市

场等营业，医院开始接诊。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子

公司大众波兹南公司发言

人27日宣布，拥有1.1万名

员工和 4 家工厂的大众波

兹南公司在因疫情停工 5

周后，正在逐步恢复生产。

德国强制戴口罩

口罩在欧洲复工复

学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27 日，德国几乎所有

联邦州开始执行口罩“强

制令”，民众在乘坐短途

公共交通、购物时必须佩

戴口罩。疫情最严重的南

部巴伐利亚州已明确规

定违者将面临 150 欧元罚

款。

比利时政府将为每位

公民免费发放 1 个布料口

罩。为解决口罩短缺问题，

比利时两个民间机构27日

发起全民自制口罩运动。瑞

士国防部透露，本周将有

2000 万只口罩运抵瑞士。

意大利逐渐把口罩产能提

高到每天2500万只。从5月

4日开始，居民能以每个0.5

欧元的固定价格买到口

罩。 （据新华社报道）

欧洲试水复工复产 口罩成生活“标配”

新华社消息 路透社

4月28日播发对中国科学

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主任袁志明的专访。袁志明

在专访中表示，有关新冠病

毒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合成

的说法毫无根据，新冠肺炎

疾病起源尚无定论。

路透社报道说，尽管

新冠病毒是自然演化出来

的是科学共识，但那些阴

谋论指责已引发关注。

袁志明说，关于武汉

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恶

意”指责是“无中生有”，并

与现存所有证据相矛盾。

“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意也

并不具备设计并创造一种

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此

外，新冠病毒基因组并没

有任何人为改造的痕迹。”

路透社报道说，印度

理工学院一篇论文对一些

阴谋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该论文声称新冠病毒

的蛋白质与艾滋病病毒的

蛋白质相似，但已被撤稿。

目前，大部分科学家认为

新冠病毒源自野生动物，

其中蝙蝠和穿山甲被认为

是最可能的宿主。

袁志明在书面回复中

表示，超过 70%的新发传

染病来源于动物，尤其是

野生动物。科学家认为已

知的 7 种人类冠状病毒都

来源于蝙蝠、老鼠或家养

动物。

袁志明还否认了有关

实验室意外泄露从蝙蝠身

上采集的冠状病毒的阴谋

论，称该实验室严格执行

生物安全程序。“高等级生

物安全实验室具有先进防

护设施和严格措施，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实验人员和

环境的安全”。袁志明强

调，武汉病毒研究所致力

于信息透明，并将及时共

享有关新冠病毒的所有可

用数据。

袁志明表示，关于新

冠病毒的起源“依旧没有

答案”，他还援引英国和德

国科学家本月发表的一篇

论文指出，在美国传播的

新冠病毒变种是中国版本

的更“原始”版本，这一变

种可能首先出现在美国。

路透社：关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指责是阴谋论

新华社消息 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8 日

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

根 据 美 国 东 部时间

28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

29 日 2 时 50 分）查询到的

数据，美国新冠确诊病例

升至1002498例，占全球的

1/3，死亡病例为57533例，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

是全球最多。全球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300万例，死亡

病例突破20万例。

数据显示，纽约州为美

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

病例为295106例，死亡病例

为22912例。新泽西州确诊

病例为113956例，死亡病例

为6442例。确诊病例超过4

万例的州还有马萨诸塞州、

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

和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确诊病例突破百万 占全球1/3

新华社消息 为惩戒违规不戴口罩出行的人，印

度泰米尔纳德邦警方祭出狠招，把他们与“新冠肺炎

病人”关在一起。

泰米尔纳德邦警方近日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

画面中，警察在街头拦下一辆摩托车，车上 3 名年

轻人都没有佩戴口罩。一番质问后，警察把他们带

到旁边一辆救护车前，勒令他们上车。车里躺着一

名男子，身穿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警方说，那是

一名新冠肺炎病人。3 人吓得拼命挣扎、拒绝上车，

最终被警方强行塞进车里。

那名“新冠病人”起身，与3名青年交谈，后者显

得惊恐万分，在车里上蹿下跳、又哭又叫，使劲往角落

里躲，赶紧戴上口罩，拼命摆手阻止“病人”靠近，甚至

跳窗而逃，又被警察塞回去。

与3人恐惧的表现形成对比，视频被配上欢快的

印度歌曲，甚至能听见疑似为拍摄者的笑声。警方说，

视频中的“病人”是假扮的，希望借助视频强调减少不

必要出行，且出门必须戴口罩。

印度政府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新

增1500多名感染者，累计病例接近3万例，近1000人

死亡。 （惠晓霜）

应对疫情
瑞典推出露天一人餐馆

新华社消息 新冠疫情之下，由于难以保持社交

距离，不少餐馆关门停业或只提供外卖，让喜欢在外

就餐的人甚是怀念过去。瑞典一家即将开业的餐馆严

格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因为它露天营业，且每

天只为一名食客服务。

这家餐馆名为“一人餐桌”，开在韦姆兰省一大片

草地中间，远处是树林。英国《都市日报》28日发布的

图片显示，一张长方形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

瓶鲜花及水壶、水杯等餐具，餐桌旁只摆放一把餐椅。

离餐桌不远处立着一根木桩，木桩上部绑着一根绳

子，绳子上挂着一个篮子，绳子另一端连着厨房窗户。

厨师在厨房做好菜好，把菜肴摆盘后放在篮子里，经

由绳子传递给客人。

想出这个点子的是拉斯穆斯·佩尔松及其伴侣琳

达·卡尔松。他们打算每天只服务一名客人，一顿饭包

括三道菜和饮料，待客人用餐完毕，会把回收的餐具认

真清洗两遍，餐桌也要全面消毒后再用于次日营业。

餐馆网站上写道：“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在温暖

夏日草地的中央。‘一人餐桌’提供不受打扰的就餐

体验。这或许是全球防范新冠病毒最严格的一家餐

厅。”

“一人餐桌”定于下周开业，暂定营业至8月1日。

不必担心“一人餐桌”价格不菲。依照佩尔松的设想，

将由客人自主决定付多少餐费。 （乔 颖）

默哀
一分钟

4 月 28 日，人

们在英国伦敦切

尔西与威斯敏斯

特医院外参加悼

念 仪 式 。当 日 11

时，英国民众为在

新冠疫情中失去

生命的一线工作

者默哀一分钟。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狠治不戴口罩者：
与“病人”关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