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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力争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降至 300 以下

驱散集会人群 强行拖拽数名女性并给她们戴上手铐

韩国宣布进入防疫“特别期”

警方执法过火 英政府承诺彻查
英国首都伦敦一名警察日前被控谋杀一名女子，
引发全
英国震惊。这名警察 13 日首次出庭。当晚，逾千名伦敦民
众在一处公园集会，
守夜悼念遇害女子。警方驱散人群时与
之发生冲突，
执法方式引起争议，
英国政府承诺彻查此事。

杀人嫌犯系警察
遇害女子萨拉·埃弗拉德生前是一名市场营销主管，
33 岁，住在伦敦。她本月 3 日 22 时 30 分左右从朋友家步
行回家途中失踪，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伦敦西南部的
克拉珀姆公共绿地附近。警方 10 日在伦敦东南 80 公里处
一个装施工废弃物的袋子内发现一具尸体，经比对牙医记
录确认死者为埃弗拉德。
令英国民众震惊的是，被控绑架并杀害埃弗拉德的人
是一名警察，名为韦恩·卡曾斯，48 岁。卡曾斯 2018 年加
入伦敦警察局，被捕前职责是议会和大使馆外的安保。
卡曾斯 13 日首次出庭。第二次庭审将于 16 日举行。

执法方式惹争议

英国首相做承诺

英国多地民众先前申请为埃弗拉德守夜。一名法官以新
冠疫情期间不能大规模聚集为由，拒绝了这些申请。
然而，13 日晚，逾千民众依然聚集到克拉珀姆公共绿地
一处亭子外，为埃弗拉德守夜，
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警方驱散集会人群，强行拖拽数名女性，并给她们戴上手
铐。这一处置方式受到质疑。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警方有责任执
行疫情期间规定，但是从我获得的现场图片来看，他们的处理
方式在许多时候不合适并且过火了。”萨迪克汗说，已要求伦
敦警察局尽快向他作出解释。
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在推特上说，她已要求警方
就执法过程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据路透社报道，英格兰地区监督警察部门的机构已开始
调查伦敦警方这次执法行动。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凯特王妃当晚也出现在人群中，在花
束前短暂停留。王室发表声明说，凯特回忆起她嫁给威廉王
子前，
“在伦敦独自走夜路时的那种感觉”
。
埃弗拉德遇害案发生后，大量英国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自己在外行走时遭遇的威胁或攻击等经历。
参加守夜的克拉珀姆地区居民梅尔·克拉克说，她起初对
违反防疫规定参加守夜感到矛盾，但最终觉得“自己应该
来”
“
。我很高兴有很多男士出现在这里，希望男同胞们借此理
解，身为女性的我们作何感受，
我们有多么容易受到伤害。希
望社会为萨拉伸张正义。
”
13 日早些时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他和未婚妻
卡丽·西蒙兹将点燃一根蜡烛，
为埃弗拉德祈福。他说：
“我将
尽我所能，确保街道是安全的，
确保女士和女孩们不再遭遇骚
扰或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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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新冠病毒
应该如何应对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 郭洋）去年下半年以
来，英国、南非、巴西、美国等国接连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
毒，使新冠病毒变异的问题广受关注。不少人担忧，不断变
异会使新冠病毒变得更
“凶险”
吗？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
防护效果？人们又该如何应对？
近日又有多国密集报告了新的变异新冠病毒，
层出不穷
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恐慌。世界卫生组织介绍说，
目前全球
主要流行 3 种
“需要关注”
的变异新冠病毒，
分别为去年 9 月
在英国出现的 B.1.1.7、去年 8 月在南非出现的 B.1.351 以及
去年 12 月在巴西和日本出现的 P.1。截至 3 月 9 日，已报告
出现这 3种变异病毒的国家分别超过 110、
50和 30个。
现有研究显示，
以上 3 种变异病毒均显示出更强的传播
能力，
其中B.1.1.7还可能导致感染者住院、
重症和死亡风险升
高。另外，
这3种变异病毒还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抗体
“中和”
病毒的能力，
增加已康复患者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为防止病毒变异降低疫苗效果，多家疫苗厂商已着手
研究如何快速开发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疫苗。世卫组织也
表示，虽然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仍是
遏制新冠疫情蔓延的关键，这既包括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
防护措施，也包括隔离、追踪、停工停学等防疫限制措施。
图为人们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明日博物馆内参观新冠疫
情主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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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人们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一新冠检测点
等待检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首尔 3 月 14 日电（记者 田明 杜白羽）韩国国
务总理丁世均 14 日在首尔表示，政府将从 15 日开始在两周
内全力以赴防疫，力争使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降至 300
以下。
在当日召开的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丁世
均宣布，为实现上述目标，自 15 日起的未来两周内，韩国首都
圈地区及其他地区将分别处于“特别防疫对策期”和“遵守防
疫守则特别期”
，
政府将对全国范围内易造成疫情传播的人员
密集场所展开防疫隐患集中排查。
丁世均在会上呼吁韩国民众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他说，
为确保上半年完成为 1200 万人口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目
标，政府将不断补充完善现有接种方案。按计划，到今年 9 月
政府将为 3200 万至 3600 万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今年 11 月
实现
“群体免疫”。
近期，韩国国内新冠防控形势胶着。据该国疾病管理厅
公布的数据，韩国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连续约两个月在
300 至 500 例间徘徊，且近期连续多日逼近 500 例关口，有进
一步恶化的风险。

巴黎大区将向外地转移新冠病患

法国缓解首都地区收治压力
法国政府 14 日说，今后一周内将把首都巴黎及其周边地
区医院重症病房的大约 100 名新冠病患转移至其他地区，以
缓解收治压力。
一名 33 岁和一名 70 岁病患当天由飞机转移至波尔多
市。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说，将通过两列列车
向疫情较轻的地区转移病患，预计一周内巴黎大区的大约
100 名病患将被转移至外地。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全国医院重症病房现有将近 4100 名
新冠病患，其中大约 1100 人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医院。
就巴黎是否会再次
“封城”
，阿塔尔说，
正尽一切努力避免
采取更严格措施，但
“如果有必要，会采取一切手段”。
新华社微特稿

1 欧元卖房频见报端“白菜价”背后是何原因

意大利小镇这般操作图什么？
近年来，1 欧元卖房的消息在意大利不时见诸报端。
最近，南部劳伦扎纳小镇又有一批房产上市，不但价格低得
相当于白送，就连其他小镇都收的保证金也给免了。
这些小镇争相 1 欧元卖房，
到底图啥呢？

重点之一

修缮旧房

劳伦扎纳镇近日打出卖房广告，媒体描述为“1 欧元卖
房”项目。镇长米歇尔·温加罗说，这些老房子大的 150 平
方米，小的 40 平方米，各种风格都有，
欢迎买家咨询。
近年，意大利尊戈利、穆索梅利等多个小镇尝试 1 欧元
卖房，条件之一是买家交纳保证金并在指定时间内翻新所
购房屋，否则不予退还保证金。保证金通常为 2000 欧元至
5000 欧元。
劳伦扎纳镇则宣布，买该镇的房，
连保证金都不用交！
镇长温加罗说，希望此举吸引更多人买房，至于修缮房
屋，
“我们就靠相信买家的诚信了”
。不过，该镇将派人检查
房屋修缮进展，监督买家兑现承诺。
这些老房子因各种原因被旧主人抛弃，风吹雨打几十
年，亟需修缮。
劳伦扎纳镇规定，买家应在购房 3 个月内启动修缮工
作，3 年内完成全部翻新。
买家需要先提交一份装修方案，然后才能与该镇磋商

购房事宜。
据温加罗估算，翻新房屋至少要花 2 万欧元，买家应做好
心理准备。

重点之二

补充人口

自 20 世纪初以来，劳伦扎纳镇人口不断减少，许多居民
前往德国、瑞士找工作，
抛弃镇上旧宅。
该镇目前常住人口大约 1700 人，春夏时节人口略多一
些，不少人回镇里度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劳伦扎纳镇随处可见窄巷
和卵石路，有些路窄到，居民开窗时需要像开汽车门那样，先
看清楚外面没人再缓缓开窗。
有意购房者，可以先通过图片看房，
再经由电子邮件或信
函商议购房细节，但最终仍需亲自到现场才能办完购房手续。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众多国家发布旅行限制措施，意大
利部分地区仍未解除“封城令”，因此最近数月小镇房屋买卖
恐不易成交。
不过，镇长温加罗持乐观态度。据报道，当地各项税率较
低，
镇政府还进一步减免购房手续费，
希望吸引人们搬到该镇。
温加罗介绍，在购房手续中，一项公证费原本为 2000 欧
元，
“镇政府决定降到 300 欧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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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微讯
玻利维亚前临时总统

被控
“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
据新华社利马 3 月 13 日电（记者 张国英）拉巴斯消
息：玻利维亚内政部 13 日证实，该国前临时总统阿涅斯当
天凌晨在东北部贝尼省首府特立尼达市被捕。阿涅斯表
示，她将向相关国际机构提起诉讼。
据报道，
内政部随后将阿涅斯送往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
巴斯并移交给检方。阿涅斯将在拉巴斯检察院接受讯问。
阿涅斯在移送过程中向当地媒体表示，对她的逮捕是
“虐待”和“暴行”。她的“前总统身份”没有得到尊重，她将
向相关国际机构提起诉讼。
玻利维亚检方 12 日发出对阿涅斯和 5 名前临时政府
部长的逮捕令，指控他们在 2019 年国家政治危机中涉嫌
“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
2019年11月，
时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因陷入选举舞
弊风波提交辞呈，
并离开玻利维亚。随后，
时任参议院第二副
议长阿涅斯在立法会议上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玻利维亚宪法法
院发表公报，
承认其就任临时总统符合2009年颁布的宪法。
去年 10 月 18 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选举，
“ 争取社会
主义运动”候选人、前经济部长路易斯·阿尔塞当选总统。
同年 12 月，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前议员利迪娅·帕
蒂对属于反对派民主联盟党的阿涅斯和前临时政府多名部
长等人提出指控，认为他们参与 2019 年 11 月反对莫拉莱
斯的
“政变”
，
犯有
“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
罪。

国王过问病人“缺氧”死亡事件

约旦一医院院长被捕
由于七名新冠病人在一家医院中因供氧不足死亡，约旦
执法人员 14 日逮捕医院院长和另外 4 人。
多家媒体援引约旦司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检方决
定羁押上述 5 人一周，
并就病人死亡事件对他们问话。
这家公立医院位于距离约旦首都安曼大约 20 公里的萨
勒特市。事件 13 日由媒体曝光后激起民愤。病人家属和大
量民众包围医院，当局紧急部署警察和安全人员。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13 日晚些时候到医院视察，要求
医院院长阿卜杜勒·拉扎克·卡什曼引咎辞职。社交媒体上一
段视频显示，阿卜杜拉二世与卡什曼交谈时十分生气，频频摇
头，质问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
！这不可接受！”
。
约旦首相比谢尔·哈苏奈 13 日召开记者会，就这一事件
道歉。哈苏奈说他已经解除卫生大臣纳西尔·奥贝达特的职
务，政府将承担这一事件全部责任。
“这是个弥天大错，
不容辩解、
不可接受，
”
哈苏奈说，
“我对
此感到羞愧。
”
他同时说，
正等待这一事件的司法调查结果。
多家媒体报道，地方卫生部门主管已经被暂停职务，同样
正在等待司法调查结果。
约旦人口大约 1000 万，近来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激
增。约旦卫生部网站 13 日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大约 46.9 万例，单日新增超过 4100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52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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