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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增两例本地确诊病例

特朗普身边有两人染新冠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长
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白宫顾问安德鲁·朱利安
尼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已经自我隔离。
小特朗普的发言人 20 日说，小特朗普本周伊
始接受检测，
结果呈阳性，
随后开始自我隔离。
“他
迄今没有任何症状，
正在遵守所有防疫指南。
”
安德鲁是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
儿子。安德鲁 20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确认感
染新冠。他自述症状“轻微”，正在按防疫指南行
事，包括自我隔离并接受密切接触者追踪调查。
安德鲁 2017 年加入白宫公共联络和政府间
事务办公室。多家媒体报道，他 19 日现身父亲在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召开的记者会。当
时，老朱利安尼和特朗普竞选团队多名律师在一
个房间内向数十名听众发表讲话，
都没有戴口罩。
白宫数名工作人员最近几周确诊感染新冠，
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路透社报
道，美国国会本周 6 人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86名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浦东新区一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阿富汗首都发生多起爆炸袭击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21 日上午发
生多起爆炸袭击，目前伤亡情况不明。
目击者穆罕默德·奥斯曼告诉新华社记者，
当天上午早高峰时分，市区道路上发生两起简易
爆炸装置袭击，导致两辆车被毁。爆炸发生后，
一伙武装分子先后发射至少 10 枚火箭弹，击中市
内多处目标，
引起民众恐慌。
另一名目击者法哈德·穆罕默德告诉记者，
两
枚火箭弹击中内政部所属区域附近，一枚火箭弹
击中信息与文化部所属区域附近，
造成多人受伤。
目前尚无关于爆炸袭击的官方消息，也没有
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

美国多州无视疾控中心提示

11 月 21 日，
天津滨海新区居民在泰达第二体育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图/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21 日上午举行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 日上海新增的 2 例本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病例 1，吴某某，男，39 岁，11 月 19 日晚
自行至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入
院体温 39 度，肺 CT 显示肺部有炎症表现，
即被隔离留观，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隔离治疗。
该病例为浦东机场 UPS 上海国际转运
中心西区货运站安检员，在沪居住地为浦东
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除工作场所外，该病例 14 天内到访过
周浦医院、千里香馄饨听悦路拱海路口店、
航头镇王楼村、祝桥镇新东村竞新小区等
场所。目前上述场所已进行封闭管理、终
末消毒。
病例 2，李某某，女，34 岁，与病例吴某
某为夫妻关系，长期同住，11 月 20 日出现发
热、咽痛，自行至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肺 CT 显示肺部有炎症表现，即被隔
离留观，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
治疗。

该病例在上海市浦东医院从事护理工
作。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除工作场所外，该
病例 14 天内到访过航头镇王楼村、祝桥镇
新东村竞新小区等场所。目前上述场所已
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毒。工作场所浦东医
院已实行闭环管理。
经连夜排查，截至 11 月 21 日 8 时，已追
踪到上述两例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 86
人（其中家属 6 人），已全部落实隔离观察措
施，完成首次核酸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已排查到筛查对象 8120 人，全部完成
核酸采样。截至 11 月 21 日 8 时 30 分，7921
件样本送检，4468 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
其余样本尚在检测中。
这两例确诊病例女儿就读的学校已落
实好隔离、检测、消杀等相关措施，全部改为
线上教学。
目前已对相关场所的食品、物品、环境
等进行采样，共采集 336 件样本，完成核酸
检测，其中 332 件阴性，4 件阳性。阳性样本
均来自病例家中。
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列为中
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分析

全球新冠疫情蔓延，
散发病例还会有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张文宏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约两周左右之
前，在浦东机场出现一例物流相关病例，到
现在为止，追踪隔离期即将结束，并没有发
现新的病例。这说明我们的快速处置和精
准防控是非常有效的。
他表示，随着冬季到来，全球新冠疫情
仍在蔓延，输入性病例的蔓延风险会增加。

这两例病例的最终溯源工作将继续去完成，
但是从上个病例的追踪技术等情况来说，
“可以说，
上海防疫部队可以跑在病毒前面”
。
张文宏表示：
“ 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蔓
延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保证后面不会再出现
散发的输入性的与物流相关的病例，哪怕国
内其他城市有个别的散发，我们也不应该看
成是奇怪的事情。”
据央视、
南方日报

动态

天津开展滨城大筛；
内蒙古确诊两例
记者 21 日晚从天津市防控指挥部获
悉，截至 21 日 18 时，天津滨海新区“滨城大
筛”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103.2 万人，实开采样
点 2282 个。
记者 21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获悉，11 月 21 日 7 时至 16 时，内蒙古自治区

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 例，均为
满洲里市确诊病例。目前针对此二人密切
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筛查排查工作已
经展开，有关情况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门户网站及时通报。
据央视、新华社

世界观

舍不得熊猫回中国，
再留几天行么？
上野动物园
“香香”
即将回中国，
日本民众排队说再见
潇湘晨报特约通讯员吴超群 东京报道
12 月末，日本上野动物园的人气大明
星香香将被送返中国。这个消息让很多日
本民众十分失落，上野动物园表示，希望中
方再宽限几天。
据《南华早报》报道，2017 年生于日本
的香香两年租期到期，
即将回到中国。
动物园有三只熊猫，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出生于 2017 年 6 月的香香。它去年就应该
送回中国，但负责管理动物园的东京政府通
过谈判延长了它在日本的逗留时间。
不过，这次延期也要在 12 月到期了。
眼看香香真的要走了，动物园发言人 Kay
Sato 说还是希望大熊猫能留得久一点。

为了熊猫动物园采取提前抽签制
日本人非常喜欢香香。这只熊猫宝
宝刚出生 ，尚未命名时，就已经在日本民
间积聚了极高的人气，迅速霸占日本各大
头条。
2017 年 12 月，上野动物园的香香终于
能 与 公 众 见 面 ，这 只 时 隔 29 年 的 熊 猫 宝
宝，让许多日本民众都疯狂了。想要看香
香的人几乎要把电话都打爆，但为了保证
熊猫宝宝的休息时间，园方采取了提前抽
签制。尽管首日是工作日，依然收到 1.83 万
组申请，中签率只有 45.8∶1。每日限制接待
游客不得超过 2000 人，每人观看时间不得
超过 1 分钟。

两个月后，参观方式由抽签改为现场排
队取号。于是甚至有人特意休了年假，提前
一天住到上野动物园附近的酒店，还为拍香
香买了新相机，还有人专门请假坐飞机来看
熊猫。
其实日本人一直都是大熊猫的狂热粉
丝！1972 年第一批旅日大熊猫兰兰和康康
来到上野动物园时，排队观看熊猫的人从上
野地铁出站口排到了动物园门口，留给每个
人的参观时间只有几十秒。

香香今年必须要返回中国，但动物园发
言人 Kay Sato 说还是希望大熊猫能留得久
一点。动物园里有两只成年大熊猫“力力”
与“真真”，它们是“香香”的父母，是中国
2011 年租借给日本的，但它们的 10 年租约
也将在明年 2 月到期。
告别的日子临近，大家对于香香也是越
来越不舍，许多人也想要前往上野动物园和
“香香”亲口说声再见。人群一拥而上，园方
只能再次采取预约制。
从 11 月 3 日开始，香香动物园在其网
站上分享大熊猫手机壁纸照片。11 月 17
日，该网站将开设一个特别页面，播放一
段 3 分半钟未发布的视频，回顾香香的成
长历程。
另外，动物园的推特上面每天也会更新
香香的动态，每条动态下面都有很多网友疯
狂“吸熊猫”。

潇湘晨报大厦

防疫不力致首尔
“第三波”
疫情
据新华社电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防疫总
括组长尹泰皓 20 日说，
首都圈 8 月至 9 月
“第二波”
新冠疫情高峰时，日常生活中的疫情传播未能得
到彻底控制，
这引发了当前的
“第三波”
疫情。
韩国人口大约 5100 万，其中一半居住在首都
首尔及周边地区。11 月 8 日以来，韩国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维持在百人以上。这一数字不断攀
升，近日接连突破 300 例。截至 20 日零时，韩国
单日新增本土病例 320 例，其中首都圈占 68%，达
到 218 例。
首尔市 20 日通报，当天 0 时至 18 时，首尔新
增确诊病例 140 例，累计确诊 7376 例。韩联社报
道，首尔单日新增最高纪录是 8 月 26 日创下的
154 例，照现在发展趋势，首尔单日新增病例数可
能很快超过 200 例。
韩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3 万例，这一数字在
9 月 1 日突破 2 万例。韩国政府 19 日起收紧首都
圈和南部城市光州的疫情防控措施。

俄罗斯向纳卡地区运送救援物资

两只大熊猫的租约将在明年2月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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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9 日
呼吁美国人感恩节期间待在家中、不要出行，以
防感染新冠病毒。根据美国宪法，涉及公共卫生
和安全领域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首要职责。
一些州长对疾控中心的警示“视而不见”。
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说，不打算颁布任何防疫
限制措施。
过去数周，南达科他州大约一半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州长克丽丝蒂·诺姆没有要
求州内采取任何防疫举措，没有呼吁民众减少感
恩节聚集。她说：
“ 我们不打算阻止大家团聚庆
祝感恩节，也不会劝你不要团聚。”
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俄克拉何马州长凯文·
斯蒂特说，他打算周末参加一场橄榄球赛，还要
与父母一起过感恩节，强调“俄克拉何马人应该
与他们爱的人一起过节”。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主席本杰明说，感恩节即
将来临之际，美国将迎来疫情的快速蔓延。部分
州长这时依然不愿实施限制措施或者不愿意鼓
励民众居家，
“ 是向州内居民释放非常危险的信
号”，是由政治因素触发的“悲剧”。
美联社 20 日报道，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逾
117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5.2 万例。

大 熊 猫“ 香
香”
在上野动物园。
图/通讯员吴超群

网友评论

“每天祈祷香香能延期返还”
@MilkyXiang：
“香香，
早上好。今天也爬
树了？爬树的香香可爱又帅气。因为疫情，
这
一年都没能去看你，
为了排解寂寞，
所以都有看
‘熊猫早上好’
节目和大家拍的视频和照片。
”
@bobinzuru：
“大熊猫，我才是（受你照
顾）非常感谢你！香香要回中国了，
明知道这是
实现不了的愿望，
还在每天祈祷能延期返还。
”
@Momonga：
“ 已经过去了 3 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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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生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高兴！最开始只
有抽签才能看到你，可我运气不好一直落
选，还曾经哭着打电话给动物园说：
‘请不要
抽签了，让排队的人也能看到吧。’在冬天寒
冷的早晨坐电车去见你，等了好几个小时之
后终于看到了你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叫道：
‘好可爱，好小啊……’现在依然是幸福的回
忆！谢谢你，
香。一定要保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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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20 日发布公
告说，俄罗斯当天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
地区派遣了首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
公告说，俄紧急情况部组建了两个车队，向
纳卡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主要运送的是
纳卡地区恢复社会基础设施和受损居民住宅所
急需的建筑材料。
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国家国防管
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报道，跨部门人道主义响应中
心 20 日正式在纳卡地区运行。该中心主要承担
恢复纳卡地区和平生活的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包
括帮助难民重返家园、恢复民用基础设施、分发
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协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
关部门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开展合作等。
本月 9 日，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
领导人签署声明，宣布纳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 10
日零时（北京时间 5 时）起完全停火。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多为亚
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1994 年，双方就
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
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今年 9 月 27 日，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爆发新一轮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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