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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6月 20日电（记者陈俊

侠）新冠疫情仍在多国肆虐，而北半球即将

迎来的夏季热浪将使脆弱人群面临更高风

险。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不久前

召开专家视频会议，指出新冠疫情和今夏

热浪对健康不利影响的叠加将给疫情防控

与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新挑战，提醒各国高

度重视、做好今年疫情下的热浪应对。

此前曾有一些猜测认为，夏季高温可

能延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但世卫组织表示，

最近的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温度、湿度和紫

外线辐射等气象要素与新冠病毒传播有显

著关联。因此专家指出，即使炎热的夏季到

来，人们仍要对新冠病毒保持高度警惕，尤

其是在湿热环境中，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

依然存在，更需认真遵守防控各项措施。

“UNDRR／ISC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

的国际计划办公室高级科学顾问、世界气

象组织天气与减灾服务司前司长汤绪在日

内瓦接受采访时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

景下，今年夏季热浪强度会增大，持续时间

会变长，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因此，要综

合考虑热浪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及其给疫情

防控带来的新挑战。

那么，该如何做好防护以应对疫情和

热浪的双重挑战呢？专家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合理佩戴口罩。佩戴口罩是阻断

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炎热环

境下佩戴口罩将增加中暑风险。专家表示，

在户外通风良好并保持足够社交距离的情

况下，可以不戴口罩，尤其在户外运动时。

但在人员密度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室内公共

场所或安全社交距离无法保障的情况下，

仍需戴口罩。公众在夏天选用口罩时，可以

考虑一些较舒适的医用口罩。

第二，科学使用空调。热浪袭来，使用

空调不可避免。如果过分担忧新冠病毒的

传播而不使用空调，会导致中暑等健康危

害，但过度使用空调也会导致人体免疫力

下降而更容易感染疾病。专家表示，使用家

用空调的民众需做好空调的消毒，不宜使

室内温度低于26摄氏度，并注意勤开窗通

风换气；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

所和办公场所，也应安全使用中央空调通

风系统并做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

第三，关注易感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

是易感新冠病毒和易受热浪影响的人群，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亡率和中暑的风险都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此外，患有心血管

疾病、肺部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肥胖症

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露天作业者，医护

工作者和社会服务保障人员，孕妇等，尤其

需要做好防护。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公众应尽量避免

在热浪期间外出，户外作业尽量在阴凉处

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注意保持居住和工

作环境的凉爽；确保与处于隔离或独居状

态的易感人群保持有效联系，一旦出现中

暑反应能及时救助；保障穿戴防护装置的

医护工作者和社会服务人员处于凉爽的工

作环境等。

疫情和热浪叠加 今夏该如何防护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日

10时（北京时间20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

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38980例，达到8525042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6271 例，达到

456973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北京时

间21日6时33分，全球确诊病例达8750272

例，死亡病例为463225例。美国是全球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2250240例，死亡

病例为119654例。

新闻事件

德国北威州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

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截至20日下午，确诊

感染人数上升至1029人。当地官员说，疫

情主要发生在该肉联厂内部，未向当地居民

扩散。

法国政府20日宣布，随着新冠疫情逐渐

好转，对国内大型集会的限制也将逐步放松，

集体类体育赛事从7月11日起可以重启，各

体育场馆最多可以允许5000名观众入场观

看比赛。

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什科20日表示，

俄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已经开始，如

果顺利，首批俄制新冠疫苗有望在今年秋

季出产。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20日宣布，自21日6

时起，沙特全国所有地区和城市将完全解除

宵禁。

伊拉克20日报告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创该国疫情暴发以

来新高。伊拉克卫生部官员说，目前该国新

冠疫情仍然可控，但如果未来数天单日新增

病例数继续攀升，伊拉克将面临危险的防疫

形势。

涉华动态

19日，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援塞内加尔儿童医院第三期技术援助项

目组向贾姆尼亚贾儿童医院捐赠了包括

普通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在内的

一批防疫物资，以及儿童医院紧缺的一批

医疗设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德国肉联厂感染人数过千 俄制新冠疫苗有望今秋出产

据新华社旧金山6月20日电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西雅

图市当地时间20日早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西雅图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市国会山居民区近日

被示威者占据的区域内。死者为一名19岁男子，另一名男子

生命垂危，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犯罪嫌疑人在逃，警方正

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纽约6月21日电 美国纽约州中部城市锡拉丘

兹20日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共造成9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市中心附近一个停车场。

警方当晚接到车辆被盗报警，到达现场后获悉发生过枪击。

警方认定，9人中枪，其中一名17岁青年头部中弹，情况危

急。另外8名伤者年龄在18岁至53岁之间，暂无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1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2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

说，当地一个商业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1人

受伤。

警察局说，死者为成年男性，受伤的11人没有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休斯敦6月21日电（记者高路）美国得克萨斯

州首府奥斯汀市21日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

据当地警方消息，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1日3时许，5名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伤者伤势较重，可能危及生命。

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

（上接第一版）为了强产业，姚一夫协调将村集体经济的50万

元资金，投入到长岭县流水镇禹稷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

入股分红的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并将收益资金按比例用于

脱贫工作。他自己也成了禹稷玉米的代言人，收益同样用于

贫困户增收。

爱国村党支部书记李少红眼里噙着泪水说：“疫情期间，

姚书记因公摔折胳膊，硬是打着石膏咬牙坚持工作。他因此

也不敢去看望摔折腰的老母亲，只能自己偷偷落泪。他还拉

来亲戚朋友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书记，

咱农民贴心的好兄弟啊！”

“老儿子”“大兄弟”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全市实施和谋划新

基建“761”工程项目583个，总投资2147亿

元，其中列入省库项目209个，总投资755.8

亿元，均列全省第3位。

蓄势积能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设施农业稳步推

进。今年以来，白山市紧紧围绕建设“一谷一

城”目标，以参、蛙、菌、药、菜、牧、果、蜂、渔九

大特色产业板块为抓手，围绕农药化肥“双减

半”、优化种植业结构目标，做到思想早发动，

计划早安排，资金早筹措，物资早准备，科技

措施早落实，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奠定坚实

基础。

今年全市春耕生产投入资金4.18亿元，

全市上半年共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

1443期。全市大力推广有机肥和化肥掺混

的新技术，打造有机肥示范应用基地6个。

把调整种植业结构作为减肥减药、农业提质

增效的关键手段，做大做强九大特色产业板

块。截至目前，全市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

20.8万亩，新增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1.3

万亩以上，预计6月末全市特产业产值将达

到34.8亿元。

破浪稳行 经济发展活力释放

1至5月，白山市财政收入实现了逆势增

长。全市全口径财政收入达21.9亿元，同比

增长10.3%；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10.2亿元，

同比增长13.4%，两项增幅均列全省第1位。

克服疫情影响，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加速新

旧动能转换，培植税源和新增长点，着力优化

调整收入结构，提升收入质量。财政、税务部

门共同建立财税会商机制，及时掌握落实财

税政策、组织税收收入工作开展情况，通过财

税会商机制，畅通财税信息共享，解决在税收

征管中的堵点、断点问题。加强非税收入管

理，加快国有资产处置等非税收入征管工作，

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保障财政收入

的整体平稳。

与此同时，白山市招商引资也是亮点频

出，农夫山泉抚松长白山饮料有限公司改建

“花园式”工厂，中国药科大学合作的葵花盘

提取降尿酸功能性食品项目成功落户白山，

临江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白山市

坚持多措并举，在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

中，通过盘活存量提高闲置资源利用，开放

思维搭建引资引智平台等方式，破解引资引

智难题，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精深领域发

展，进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一季度，全

市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61.3%，全省排名

第一。

1至5月，全市投资主体含省内企业洽谈

项目合计76个，计划总投资203.96亿元；签

约项目合计24个，计划总投资87.41亿元；开

工项目47个，计划总投资81.31亿元。除季

节性生产企业外，该市外资企业开复工率

93.1%，重点外资企业开复工率达100%。

企稳 趋优 向好

据新华社青岛6月21日电（记者张旭
东）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21日

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国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验样车首次进行

系统联合调试，开展了多种工况下的动态

运行试验，包括不同轨道梁以及道岔、小曲

线、坡道、分区切换等，共完成 200多个试

验项点，对悬浮导向、测速定位、车轨耦合、

地面牵引、车地通信等关键性能进行了全

面测试。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表示，此次试验样车

成功试跑，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运行的突

破，获取了大量关键数据，高速磁浮系统及

核心部件的关键性能得到了初步验证，为后

续高速磁浮工程样车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持。

据了解，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研发进展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

时，5辆编组的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进

中。按照计划，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

样车预计在2020年底下线，将形成高速磁浮

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在西藏阿里拍摄的日环食（6月21日摄）。
新华社发（戴建峰摄）

▲

6月21日在北京上空拍摄的日食。“日环食”天文景观于6月21日“夏至日”下午在

天宇上演。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据新华社西安6月21日电（杨一苗 白妮民）看似狞厉神

秘的青铜器，却承载着他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在陕西历史博

物馆，日己觥、日己方彝、日己方尊，这三件青铜器，是在约

3000年前西周时期，“天氏”家族的成员，为纪念自己的父亲

所铸。

1963年，日己觥等6件青铜器在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出

土。陕西省扶风县、岐山县一带是周人故地，西周贵族曾在此

聚居，历年来这里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很多。与日己觥、日己方

彝、日己方尊同时出土的，还有它盘、它盉等器物。

三件“日己”铭青铜器铭文、纹饰相同，造型各异，其上均

铸有三行共18字铭文“作文考日己宝尊宗彝，其子子孙孙永

宝用，天。”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炘介绍，这

些铭文的大意为：“天氏”家族铸造这些祭器，是为了纪念父亲

“日己”，希望父亲的功德与荣耀能庇护子孙万代。

日己觥是西周青铜器的精品之一。觥是商周时期酒器中

造型特殊的一种盛酒兼饮酒器。形容热闹宴饮场景的成语

“觥筹交错”中的“觥”就指这一器物。日己觥由盖和长方形器

身组成，其上有龙、虎、凤鸟、饕餮等纹饰。这些纹饰造型奇

特、风格粗犷，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是西周青铜艺术中

独具匠心的设计。

日己方彝为盛酒器和礼器，通高38.5厘米、重12.8公斤，

四面以兽面纹和鸟纹为装饰。贺达炘说，在西周时期，青铜器

既是实用器也是礼器。只有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群体，在特

定的礼制规定下才能使用青铜器，因而这组青铜器的所有者

“天氏”家族应是西周时期的贵族。

3000年前，他们这样感恩纪念父亲

据新华社济南6月21日电（记者吴书光）记者从中国石化

胜利油田获悉，近日，胜利油田海上油田首次开采出无色、清

澈、透明的凝析油。科研人员介绍，化验显示油样含水为零，

这种高纯度凝析油较为罕见。

凝析油是从凝析气田或油田伴生天然气凝析出的液相组

分，又称天然汽油，通常呈黄褐色。凝析油在地下以气相存

在，采出到地面后则呈液态，可直接用作燃料，同时也是炼化

工业的优质原料。

胜利油田海上油田首次开采出透明凝析油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今年3

月中旬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

举行美国新冠疫情暴发后首场竞选集会。

数万人参加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的这一集会，

特朗普发表长约1小时40分的演说。其内容涉及新冠疫情和

近来遍及全美的反暴力执法、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军队现代

化和改善老兵待遇，减税和放松监管等经济政策，外交和移民

政策等方面。特朗普在宣扬自己在上述方面取得成就的同

时，还讽刺民主党在相关领域主张错误，抨击对他进行“负面

报道”的美国媒体。

这场竞选集会原定于6月19日举行，但这天正值美国“六

月节”，又称自由日或解放日，被认为是标志美国奴隶制终结

的日子。消息一出即引起广泛争议，特朗普随后将举办日期

延后一天。

当天竞选集会开始前不久，特朗普竞选团队证实，6名参

与筹备集会的团队成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曾表

示，集会现场将为到场观众提供口罩，但不强制佩戴。记者从

电视直播画面看到，在特朗普身后就座的观众中几乎没有人

佩戴口罩。

特朗普举行疫情暴发后首场竞选集会

据新华社天津6月 21日电（记者周
润健）“来了！来了！‘天狗’开始‘吃’太阳

了！”21日 14 时 35 分左右，在天津科技

馆，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通过天文望远镜一

边观测一边大声说道。

21日，夏至。当日下午，一场“日环

食”天文景观现身天宇。本次“日环食”的

“食分”达到了0.99以上，即太阳整个圆

面有超过99％的面积被遮住，几乎接近

全食。这样的“日环食”也被称为“金边日

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佳的观测

位置。除西藏中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

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和台湾中

部可见环食外，全国其他地区可见不同程

度的偏食。

当日，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天文学会

举办了“夏至遇上日偏食”的网络直播活

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

阶段。在天津地区，初亏发生在14时35

分，食甚发生在15时52分，17时复圆，最

大食分为0.6。”天津科技馆规划拓展部

部长郝志琦介绍说。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象，本

次“日环食”引起了全国各地天文爱好

者们的关注。记者登录国内多个天文

论坛看到，北京、贵阳、拉萨、济南、郑州

等地的天文爱好者都对本次“日环食”

进行了观测，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

片。

““ 金 指 环 凌 空金 指 环 凌 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