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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意大利560万学生重返校园

重返校园后只能在操场露天上课

晨报意大利通讯员讲述当地复学现状：
多所学校缺教室缺课桌，
学生跪地用椅子当桌板写字
本报通讯员丁墨

意大利报道

这两天，意大利一张孩子们跪在地下写
字的照片刷了屏。原来，热那亚地区一所学
校在前几天刚把旧的双人课桌清走，新课桌
截至 9 月 15 日仍没有到。
该校一名小学老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看到孩子这样我真的很心疼。但现实情况
是，我们没有课桌，学校也缺少老师，口罩也
不够，目前只够用几个星期。
”

世界观
9月15日，
一张照片震惊了意大利媒体：
画面中孩子们跪在地上，
俯身趴在椅子上
写字。
一天之前，
意大利部分中小学迎来首个返校开学日，
然而热那亚市的学校却没有
课桌。因为按照意大利防疫规定，
双人、
三人课桌不能用，
单人课桌还没有到。还有的
学校甚至缺少教室，
孩子们露天坐在地上。

重回学校没教室没课桌
15 日当天，意大利晨间新闻播出的一条
新闻令人震惊。3 月 5 日意大利学校关闭，6
个月后，9 月 14 日，意大利部分中小学迎来首
个返校开学日。开学一天后，意大利媒体的
新闻焦点都放在了热那亚市的学校。那里
的孩子们因为没有课桌，需要跪在地上，用
椅子的座板当桌面，在上面写字看书、吃课
间点心。
其实，就在开学前几天，曾有市民在社
交媒体上晒出了学校丢弃的成堆旧书桌。
一 边 没 得 用 ，一 边 往 外 丢 ，其 中 缘 由 究 竟
为何？
从媒体的采访中得知，因为意大利教育
部规定，疫情后学生重回学校必须单人单
桌，且教室中每个座位需有一米的安全距

离。那么，原来两人三人的大长桌就只能被
无情丢弃。除了热那亚市的课桌之外，受一
米安全距离的影响，部分意大利学校还出现
了教室短缺，一些教会学校甚至把较为宽敞
的教堂改成了临时教室。多所学校的老师
甚至告诉孩子们，不要带书来学校。

全意大利有10万教师缺口
为了做好防疫，热那亚学校的孩子们
一整天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并且现在为了
保障学生在校安全，减少人员流动性，取消
了一切课间娱乐活动，即便是课间休息时
间，学生也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休息，除上
厕所之外不能随意走动。当然，缺少课桌
的只是意大利的一小部分学校。可另外一
个事实是，目前全意大利有约 10 万的教师
缺口。
560 多万意大利学生重返学校后，似乎
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教师短缺就是其中
之一，一些被认为属于“脆弱易感染”群体的
教师无法返回学校教学。学校开学前对于
教职工的病毒筛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全意
参加检测的教职工仅达 50%（约 50 万人），另
外一半还未来得及在开学之前进行病毒检
测。而在已接受检测的教师中有 2.6%（约
13000 人）呈阳性，在核酸复查结果呈阴性之
前他们都得接受隔离。

讲述

华人家长给孩子请假半个月
一些华人华侨的孩子出生在意大利，平
日里要去意大利的学校上课，到了周末家长
都会送他们去中文学校里学习汉语。疫情
发生后，米兰华人街的龙甲中文学校开设了
网上课堂。
老师们以录播、直播、语音视频互动等
方式来提高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校长李
先生说：
“部分华人家长担心孩子的健康
安全。因此我们目前采取线上线下双模式

意大利部分学校的孩子只能在操场上课。

配合。”
9 月 15 日，隔壁小区的华人刘云秀说：
“我的儿子来意大利的时间短，因为疫情在
家待了六个月，再不送让他回学校，刚学会
的意大利语怕是就忘了。送他去，我还每天
提心吊胆。”笔者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中，也确
实是有几家打电话去学校给孩子请了半个
月的假，先在家观望着学校开学后的情况再
做打算。

观察

意大利人更担心的是经济
相较于华人家庭的无奈和谨慎，意大利
的一部分家长态度颇为轻松。
前几天，笔者和几个小学生的家长聊了
聊，其中一些家庭根本不相信疫情这么严
重，
觉得都是媒体制造出来的谎言。
一 些 家 庭 说 ，他 们 现 在 很 迷 茫 ，因 为
意大利媒体对疫情也很迷茫。但是他们
认 为 ，即 使 再 次 爆 发 ，意 大 利 也 不 会 再 出
现上次那样慌乱的感觉了。他们认为从

意大利部分学校废弃的课桌椅。

政府到医院都已经有了准备，所以没什么
可怕的。
另外一方面，他们最担心的不是疫情，
是意大利的经济。他们认为，现在病毒大部
分感染者都是无症状的人，有些都没有感冒
严重，不会威胁人们的生命，但是意大利的
经济因为疫情已经彻底沦陷了，现阶段对于
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尽快恢复经济和正常
的生活才是他们最在乎的。

美国空军秘密研制下一代战机
据新华社电 美国空军采购主管威尔·罗珀
15 日证实，空军已秘密制造一架下一代战斗机的
原型机，这架飞机还“上过天”。
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罗珀当天在空军协
会一场线上会议上公开确认下一代战斗机的存
在，称“一架全尺寸样机在现实世界中飞行过”。
这一消息意味着美国空军将推出第 6 代战
斗机。美国空军上一次试验样机飞行是在 20 年
前，即第 5 代战斗机 F-35。
罗珀 14 日接受美国《防务新闻》周刊专访时
首次提及下一代战斗机，称空军将“非常迅速地”
将这款战斗机投产。
“ 我们准备好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推进并制造下一代战斗机。”
下一代战斗机隶属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
计划。鉴于这一计划的保密性，外界对这款战斗
机知之甚少。
罗珀拒绝透露有关这款战斗机的更多情况，
包括制造原型机的企业、
原型机飞行次数、
何时何
地首飞，
对它的采购数量和预估价格也三缄其口。

美国已有近55万儿童感染新冠
据新华社电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已有近 55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且近期儿童感染病例数快速增加。
14 日发布的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
儿童新冠感染数据。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0 日，
美
国共报告 549432 例儿童新冠确诊病例，
每 10 万名
儿童中约有 729 人感染。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10 日
的两周内，美国儿童确诊病例从 476439 例增至
549432 例，
增长了近 7.3 万例，
增幅为 15%。有 9 个
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 1.5万例。
报告显示，美国儿童住院病例占新冠住院病
例总数的 0.6%至 3.6%，儿童死亡病例占新冠死亡
病例总数的 0.3%以下。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
界定不尽相同，有的州将儿童最大年龄界定为 19
岁，有的州则将 0-12 岁界定为儿童。
美国儿科学会称，目前看来，儿童新冠重症
病例非常少见，但各州需要继续报告新冠检测、
确诊、患者入院情况、不同年龄和族裔死亡病例
等详细信息，以便能继续记录和监测新冠疫情对
儿童健康的影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下午，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 659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9.5 万例。

贝鲁特大爆炸后再现火灾
据新华社电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座地标
性建筑 15 日发生火灾，所幸火很快被扑灭，暂时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这是贝鲁特港口区 8 月 4 日发生大爆炸后，
贝鲁特市本月第二次出现火灾。起火建筑位于
市内靠近海边的商业区，由已故著名建筑大师扎
哈·哈迪德设计，
火焰烧焦建筑的一角。
贝鲁特港口区发生的剧烈爆炸导致至少 190
人死亡，6500 多人受伤，一些人至今仍然下落不
明。爆炸具体原因仍不清楚。爆炸前港口仓库
存放的数千吨化学物质硝酸铵成为怀疑重点。
本月 10 日，贝鲁特港口一处存放轮胎和油
料的仓库起火，民防部门、消防局和军方共同奋
战约 22 小时后将火扑灭。起火原因仍不清楚。
就贝鲁特本月再次出现火灾，
市民乔·萨伊格
告诉路透社记者，
“难以置信”
“
，每天都有新问题”
。

德国将从希腊接收1500名难民

“美国才搞暗杀”
伊朗回应
“暗杀美国大使阴谋”
据新华社电 伊朗政府发言人 15 日就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企图暗杀美国驻南非大使
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报复作出回应，说搞
暗杀的正是美方，
警告美方不要“再犯错”
。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政府发言人阿
里·拉比伊的话报道，
“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是美国“抹不去的污点”。苏莱曼尼 1 月在离
开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途中遭美军无人机
袭击身亡。作为报复，
伊朗随后向伊拉克驻有
美军的基地发射导弹。
美国《政治报》网站 13 日报道，伊朗“正
在考虑”暗杀美国驻南非大使拉娜·马克斯。
这则报道的消息源是两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
国官员。他们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称，
伊朗就苏莱曼尼之死继续寻求报复美方，暗
杀马克斯是选项之一。
马克斯现年 66 岁，与特朗普相识 20 多
年，去年出任美国驻南非大使。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扎德
14 日指责美方散布没有根据的言论和针对伊
朗打信息战，敦促美方停止“一次又一次用老
掉牙的方法制造反伊朗氛围”。哈提卜扎德
强调，美方在其他国家实施大量暗杀和军事
干预行动，苏莱曼尼之死就是例证之一。
特朗普 14 日在推特上写道，
“ 根据媒体
报道，伊朗可能在策划针对美国的暗杀或其
他攻击”，作为对苏莱曼尼之死的报复。伊朗
政府发言人拉比伊 15 日回应：
“ 美国已经犯
下最大的战略性错误。美国（今后）犯下任何
战略性错误，
伊朗将坚决反击。”

美警误杀黑人赔付1200万美元
死者母亲将继续推进刑事追责，
当地政府承诺改进警察执法
据新华社电 美国年轻黑人女性布伦娜·
泰勒 3 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家中遭
警察“误杀”，抗议浪潮迄今难平。市政府 15
日与泰勒家属达成民事和解，赔付对方 1200
万美元，
并承诺改进当地警察执法。不过，
这
不足以平复美国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伤痛。

警察夜晚闯入公寓
泰勒的亲属及黑人权益团体说，要扭转
美国种族不平等现状，还需更多改变。
“请继续说出她的名字。”泰勒母亲塔米
卡·帕尔默在一场发布会上呼吁。
“说出他们
的名字”是美国传统及社交媒体兴起的抗议
种族歧视运动，呼吁关注死于执法不公的受
害黑人个体遭遇，包括 5 月在明尼阿波利斯
市街头遭白人警察“跪颈”执法而当场身亡
的中年黑人男性乔治·弗洛伊德。
年仅 26 岁的泰勒遭警察误杀激起路易
斯维尔市乃至全美范围抗议，美国黑人名流
如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和篮球运动员勒布
朗·詹姆斯也为泰勒发声，呼吁当局追究涉
事警察的刑事责任。肯塔基州检察长丹尼
尔·卡梅伦正在调查警方在 3 月 13 日那起致
命事件中的行动是否不当或违法。
帕尔默 4 月向法院起诉 3 名涉案警察，
指
控警方根据
“错误信息”
获准强行进入泰勒所
住公寓搜查，并“盲目”开枪射击。泰勒和男
友肯尼斯·沃克当晚从睡梦中惊醒。沃克后
来告诉调查人员，他当时以为对方是“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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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此朝警察开了一枪。调查人员说，警
察开枪“反击”时数次击中泰勒，一名进入泰
勒住所的警察被沃克那一枪击中腿部。
据调查，泰勒的一名前男友涉嫌贩毒，
警方因而申请了 5 张搜查令。该嫌疑人同
一天晚上在距离泰勒公寓大约 16 公里的另
一处地点被捕。警方最终没有在泰勒公寓
内找到任何毒品。

100多天来每天有人鸣不平
路易斯维尔市长格雷格·菲舍尔公布和
解协议内容时说，他“对泰勒逝世非常、非常
遗憾”。
菲舍尔承诺对市警察系统作多项改革，
包括：改变警方处理搜查令的方式；建立一
个“住房信用系统”，鼓励警察入住市内低收
入社区，以加强警民联系；鼓励每名警察为
所驻社区每两周做两个小时带薪志愿者服
务；当局将严加核查涉及警察动用武力的事
件和相关市民投诉。
泰勒事件后，路易斯维尔市已采取一些
改革措施，包括通过一项以泰勒命名的法
规 ，禁 止 该 市 警 察 强 行 闯 入 私 人 住 所 搜
查。美国警察通常在抓捕涉毒嫌疑人时采
取这种“不告而入”的做法，避免嫌疑人销
毁证据。
100 多天来，不少人每天聚集在路易斯
维尔市中心替泰勒鸣不平。他们不满和解
结果，认为让一名年轻黑人女性枉送性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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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太“便宜”，而当局承诺的警察系统改革
“太少太迟”。
其中一名示威者莎梅卡·帕里什－赖特
认为，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我现在才听到
道歉，
本来早该这么做”
。

涉事警察局长已被解职
泰勒的母亲帕尔默说，了结民事赔偿
后，她会继续推进刑事追责，
“因为她理应得
到这一待遇和更多交代。今日结果虽意义
重大，但仅仅是为布伦娜全面伸张正义的开
始”。
帕尔默的代理律师之一本·克伦普说，
在美国警察执法导致黑人女性死亡、事后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的民事案例中，1200 万美元
是迄今最高赔偿金额，
“ 为黑人群体创造先
例”，
“接下来我们期望从刑事司法系统中获
得充分公正待遇”。
根据媒体以往报道，泰勒案以前，路易
斯维尔市就警察不当执法事件赔付的最高
金额是 2012 年的 850 万美元，赔偿对象是一
名含冤入狱 9 年的男子。
市长菲舍尔已在 6 月解除市警察局长
史蒂夫·康拉德职务，上周任命原副局长伊
薇特·金特里出任代理警察局长。美联社报
道，金特里因而成为领导该市约 1200 名全职
警察的第一任黑人女性长官。市警察局还
开除了一名涉案警官布雷特·汉基逊，后者
已就被解职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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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德国政府消息人士 15 日说，
德方打算从希腊接收 1500 名因难民营失火无处
安身的难民，另外接收大约 150 名没有成年人陪
伴的未成年难民。
德新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德国总
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已
经同意接收计划，德方将接收难民营中已经获得
难民身份的人，
优先考虑有未成年人的家庭。
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 9 日
凌晨起火，几乎完全被烧毁。这座希腊最大的难
民营设计容纳大约 3000 人，实际收容超过 1.2 万
名难民和非法移民。希腊政府需要重新安置这
些人，
同时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多名消息人士 15 日说，德国议会将讨论接
收难民计划。目前不清楚执政联盟中的社会民
主党是否同意。
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已经接收大
约 120 万名难民，一定程度缓解难民人道主义危
机，但自身背负“重担”。持“反移民”立场的德国
选择党迅速崛起并进入议会，成为主要反对党。
欧盟与土耳其 2016 年达成难民安置协议，由
欧盟出钱，土耳其收容难民，欧洲难民危机得以
缓解。德国不少民众对难民的态度逐渐缓和。

卫生部长疑感染爱尔兰内阁隔离
据新华社电 爱尔兰内阁全体成员 15 日一
度被要求自我隔离，原因是卫生部长斯蒂芬·唐
纳利疑似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唐纳利的病毒检
测结果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爱尔兰时报》报道，唐纳利 15 日下午感觉
不适，此后按医生建议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由于
他当天上午出席了内阁全体会议，爱尔兰总理米
歇尔·马丁
“谨慎起见”要求全体阁员自我隔离。
唐纳利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消息在当晚 9
时许宣布。针对内阁成员的隔离要求随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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