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12月22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拍摄的圣诞市场。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韦朗22日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法国迅速传播，预计将在明年

1月初成为法国主要流行毒株。 ■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摄）

奥密克戎即将在法国成“主流”

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安全举办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人士解读《防疫手册》

俄罗斯明年初与美国、北约谈“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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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出门？

希腊医生坐出租车上门打加强针

英国日增确诊病例首超10万 欧洲多国防疫措施加码

世卫：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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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
策及相关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对近
日发布的第二版《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以下简称

《防疫手册》）以及有关冬奥会防疫的
相关措施进行解读，并回答了记者提
问。

以赛事为核心，以运动员为中心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

长韩子荣表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举
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安全
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北京冬
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共同发布的《防疫手册》，旨在确保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正常运行。《防疫
手册》的内容符合办赛需要，体现了

“以赛事为核心，以运动员为中心”，
符合中国疫情防控原则要求。

韩子荣介绍，《防疫手册》提出了
疫苗接种、闭环管理等六条基本原
则。

韩子荣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按照“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实施“动态
清零”防疫政策，有力保障了我国经
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确保了国内公
众健康安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必须坚决执行中国政府的防疫原则
要求，守住社会疫情防控安全底线。

“冬奥赛时将有大量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人流聚集增
加，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将成为
大概率事件，希望各利益相关方都能
严格执行《防疫手册》的规定，共同应
对新冠疫情挑战，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确保参赛各方安全，确保主办城市
安全，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安全
顺利举办。”韩子荣说。

出现阳性病例怎么办？
涉奥人员如何进行闭环管理，是

否会对城市层面造成影响？出现阳
性或感染事件怎么办？本届冬奥会
跨越三个赛区，医疗保障如何进行？
对于人们关注的防疫相关问题，北京
冬奥组委相关人士在发布会上一一
进行了现场解答。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
副主任黄春介绍，严格闭环管理，守
住疫情防控底线，避免出现“环而不
闭”“闭而不环”。所有入境来华人员
从入境到离境，整个过程都是实行全
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
策。我们为涉奥人员提供了冬奥专
车的交通服务，通过闭环的交通，可
以往返于驻地、场馆以及工作场所。
所有人员绝对不可以跨出闭环到闭
环外，更不能接触城市层面。以北京
首都机场为例，为冬奥开辟了停机
位、人员专门区域、专门通道和流线，
形成完整闭环，与其他区域完全分
隔，普通旅客不会跟境内外人员发生

相关交叉。
黄春介绍，对于出现阳性案例的

情况，将会准备应急预案，及时分类
处理。本届冬奥会在全球疫情情况
下举办，有感染者或局部小规模聚集
性疫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有无症状
感染者出现，将送至专门的隔离设
施，在满足解除隔离标准后可有条件
地参赛或工作。对于有症状的感染
者，将送至定点医院，符合出院标准
或者解除隔离标准后，可离开医院和
隔离设施。由此产生的密切接触者，
需要按照政策单独居住，在满足相关
政策后，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
比赛或者工作。除此之外，北京冬奥
组委强烈建议所有的运动员和利益
相关方人员来华前接种加强针。

赛事医疗救治保障如何做？防
疫工作下一步重点是什么？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北京赛区
和延庆赛区共设置了 88 个医疗站，
提供现场医疗救治以及伤病员分流
转运工作。调整优化定点医院收治
任务，18 家定点医院实施精准分类
收治，避免不同风险伤病员流线交
叉。比赛开始之后，还将从定点医
院抽调 1188 名医务人员、840 名院
内 专 家 ，提 供 及 时 高 效 的 医 疗 服
务。此外，根据场馆情况和医院特
点，制定了“一场一策”和“一院一
策”医疗保障方案。针对每个场馆
比赛运动损伤特点，专门配置了包
括 骨 科 、口 腔 科 等 学 科 的 医 务 人
员。以冰球场馆为例，结合运动特
点增配了 CT、牙椅等设备。加强冬
奥村综合诊所建设，建成了 1500 平
方米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和 1658平
方米延庆冬奥村综合诊所，覆盖了
急诊、理疗康复、影像、中医、牙科等
18个学科，满足了比赛开始后，每天
16个小时基本门诊和 24小时紧急救
治需求。

韩子荣介绍，冬奥会开幕在即，
为做好冬奥会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赛
事安全、人员安全，下一步，北京冬奥
组委将继续加强宣传培训、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闭环内外工作融合。

“对新冠联络官和涉奥来华人员
及举办城市涉奥人员进行手册解读
和培训，使所有人员熟练掌握防疫规
则，自觉严格遵照执行。建立中外医
疗防疫专家会商机制，完善新冠联络
官沟通协调机制，强化闭环内外应急
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确保各项防疫措
施落到实处。依托京冀城市疫情防
控体系，闭环内外工作融合形成合
力，构建指挥运行一体化工作格局，
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安全举
办。”韩子荣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
高萌、季嘉东、林德韧）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记者
邓仙来）美国总统拜登 22日在美国广
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如果
身体状况允许，他计划在 2024年美国
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

拜登在当天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

示，如果他的身体依然保持健康，他将
在 2024年竞选连任。拜登说，他不介
意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其竞选对手，
称如果特朗普参选，自己参选的可能性
会更大。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1月22日曾

向媒体记者确认，拜登计划谋求连任。
拜登 11月 19日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
身体状况能胜任总统职务。

拜登生于 1942年 11月，今年 1月
就职时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
统。

受美国新冠疫情反弹和白宫的
经济政策争议巨大等因素影响，拜
登民调支持率数月来持续低迷，在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 11 日
至 13 日所做联合民调中降至 41%的
低点。

拜登计划2024年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22日说，就俄方先前所提涉乌克兰局
势的安全承诺文件草案，俄罗斯新年伊
始将与西方国家谈判。

拉夫罗夫 22日接受“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同意明年初启
动与美国谈判代表的双边接触，这将成
为第一轮谈判。”

他说，俄方已经向美国政府官员提
交涉及双边关系的文件，两国元首的安
全政策助理同意进一步谈判。俄方还
希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第二份文
件草案谈判，将在俄美双边谈判后展
开，但同样在明年1月。

俄罗斯外交部上周提交两份涉及

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
要求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及
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
开展任何军事活动、不吸收原苏联加盟
共和国加入北约等。

美国国务院分管欧洲和欧亚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21日说，
美国政府准备讨论俄方所提文件草案，
将从美俄双边会议、北约与俄罗斯理事
会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三个层面
谈判。

同一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与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通电话。两人通话
细节没有公开。按米利发言人的说法，

双方讨论了区域安全议题。
拉夫罗夫受访时对美国政府的处

理方式表达欢迎，认为这样做有助推进
谈判。他希望美方认真对待俄方安全
诉求，因为俄方这样做出于防御目的。

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声称，俄罗斯在
俄乌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可能“入侵”乌
克兰。俄罗斯强调北约军事部署进一
步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
动部队以保卫领土，无意威胁或进攻他
国。俄总统普京 21日说，俄方没有退
让空间，被迫作出强硬回应。

乌克兰防务官员 22日称，俄罗斯
进一步调整军事部署，如今有超过 25
万人在俄西部地区集结，乌方正密切留

意局势变化。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2日与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
塞普·博雷利讨论乌克兰局势。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双方强调在
对乌政策方面有必要协调一致，如果俄
军“入侵”乌克兰，俄方将承受巨大后果。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同一天说，她“非常关注”俄方准备诉诸
军事举措的表述。贝尔伯克认为对话
对缓和局势至关重要，强调各方重返

“诺曼底模式”的重要性。
“诺曼底模式”指俄罗斯、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就乌克兰局势的磋商机制。
（新华社电 包雪琳）

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
在欧洲多国快速蔓延。英国22日报告
日增确诊病例数首超10万例，法国预计
这一毒株将成“主流”。

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来袭，英国、
法国和芬兰22日着手为儿童接种新冠
疫苗。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当
天宣布新防疫措施。

英法疫情告急
英国政府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

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6122例，是
疫情暴发以来日增确诊首次超过10万
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164万例；当日
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40例，累计死亡逾
14万例。

据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发布的
数据，英国22日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 13581例，累计感染超过 7.4万例。
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先前说，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实际可能“显著
高于”官方数据。

法国疫情同样严重，22日报告过去

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84272例，接近约
8.7万例的最高日增纪录。法国卫生部
长奥利维耶·韦朗当天说，奥密克戎毒株
预计明年1月初将成为法国主要流行毒
株；按照疫情数据模型推算，法国日增确
诊病例12月底可能超过10万例。

“可以肯定的是，”韦朗说，“奥密克
戎传染性极强，它将扩散。”

儿童接种疫苗
鉴于欧洲5岁至11岁儿童近期新冠

感染率较高，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
和克罗地亚等欧洲多国本月早些时候开
始为5岁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22日批
准为 5岁至 11岁儿童接种低剂量的辉
瑞新冠疫苗，称疫苗对儿童“安全有效”。

法国同一天将新冠疫苗接种范围
扩大至所有5岁至11岁儿童，先前法国
只允许为这一年龄段中易患重症的儿
童接种。

芬兰政府 22日宣布加强疫苗接种
的系列举措，包括为5至11岁儿童接种

新冠疫苗。
芬兰政府修改新冠疫苗相关接种

法令，新法令将上述年龄段儿童纳入接
种计划，定于23日生效。芬兰卫生与福
利研究所说，尽管儿童染疫后临床症状
通常较轻，但如果父母认为有必要则可
让孩子接种疫苗。

芬兰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统计显示，
芬兰13日至19日共报告约1.34万例新
增确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加约2800例。
截至20日，芬兰共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83例。

多国加码防疫
为遏制疫情蔓延，西班牙首相佩德

罗·桑切斯定于 23日召开内阁特别会
议，以通过规定民众户外戴口罩的法令。

桑切斯22日在一场会议上说，同意
扩大口罩令范围。他还宣布其他防疫
措施，包括提议部署武装部队以帮助各
地区加强疫苗接种，在需要时提供军队
医院床位。

按桑切斯说法，他计划下周末前为

西班牙60岁至69岁人群中80%人口接
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西班牙 21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49823例，刷新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中，奥密克戎毒株
病例所占比例近日飙升。

比利时政府22日宣布，由于奥密克
戎感染病例激增，自26日起将进一步收
紧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关闭电影院、剧院
和音乐厅，禁止室内活动，限制商店购物
人数等。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说，
“我们有理由担忧。我们正面临奥密克
戎（扩散）。”

奥地利卫生部首席医疗官兼新冠
危机中心负责人凯塔琳娜·赖克同一天
宣布，奥地利将从 27日起收紧防疫措
施，包括缩短餐饮场所营业时间。她还
宣布所有来自英国、荷兰、丹麦和挪威的
旅行者，如果没有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并
接种加强针，则必须接受隔离。

（新华社电 刘曦）

为抑制近来恶化的新冠疫情，希腊卫生
部门想出奇招：医生坐上出租车上门为老年
人和残障人士打新冠疫苗加强针。

美联社22日报道，首都雅典郊区一家机
构租赁出租车专门用于接送医生。有时医生
甚至步行到老年人或残障人士家里为他们接
种。

74岁的雅典居民埃莱妮·卢卡因腰椎骨
折在家休养，22日医生叶夫根尼娅·帕帕迪
马坐着出租车来到她家。卢卡说：“我想去
（接种中心）打加强针，但是我太疼了，甚至
没法坐在车里。”

帕帕迪马表示，他们为那些没法出门的
人提供上门打加强针的服务。“我们（当地
的）加强针接种项目已经为大概 100个人接
种，我们非常高兴。”

希腊 11月 1日至今逾 4000人感染新冠
病毒死亡，而疫情暴发以来累计病亡人数约
2万。

眼下，希腊三分之二人口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最近几周加强针接种速度加快，约
30%人口接种了加强针。

（新华社电 林淑婷）

新华社日内瓦12月23日电 据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一期全球新冠疫
情周报，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1日14时，
全球已有 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这一毒株相关
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高”。

据报告介绍，目前全球主要流行的
变异新冠病毒仍为德尔塔毒株，但已有
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拥

有更强的传播优势，目前奥密克戎毒株
正在全球多地快速传播，还不清楚该毒
株能如此传播有多大程度是与“免疫逃
逸”、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染性或两者的结
合相关。

报告指出，尽管11月各国报告的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主要与旅行相关，
但如今在多个国家已出现该毒株社区传
播。在英国和南非，相关重症入院病例

数持续增加，随着病例数快速上升，卫生
系统有可能不堪重负。

这份报告主要审视12月13日至19
日的新冠病毒传播状况。该报告还显
示，在过去一周报告的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数中，非洲地区增幅最大；过去一周的
新增死亡病例数中，也只有非洲地区出
现增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本月14日曾

表示，截至当天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报
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而实际情
况很可能是该毒株已传播至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

世卫组织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22日19时05分，全球
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1319例，
达到275233892例；死亡病例增加5735
例，达到5364996例。

羽生结弦亮相冰场尝试四周半跳
坦言瞄准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日本埼玉 12月 23日电
（记者 王子江、杨汀）两届冬奥会花
滑冠军羽生结弦 23日在埼玉的超级
体育馆进行了 8 个月来的首次公开
训练，他在训练中尝试了人们期待
已久的阿克塞尔四周半跳，并在训
练后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参加北京冬
奥会。

27岁的羽生结弦将在 24日晚在
这里参加全日本锦标赛男单短节目
的比赛，这将是他时隔 252天后首次
参加比赛。他前一天缺席了组委会
安排的公开练习，并退出了事先定好
的记者见面会，引发了人们对一直困
扰他的右脚踝伤情的担忧。不过他
当天下午终于在赛场上露面，并在训
练中尝试了高难度动作四周半跳，但
动作似乎并不是非常成功，训练后他
通过视频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当记者问他是否准备参加北京
冬奥会时，他表示，最近一直练习四
周半跳，就是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
他说：“我下定了决心，可以明白说我
瞄准北京奥运了。”

羽生结弦是在所有其他选手训

练完之后试跳四周半的，他落冰三
次，不过似乎有些旋转不足或者是有
两脚着冰。对于整个动作，他说自己
并不确定是否成功。“如果跳成了可
能会觉得满足了，但我不会放弃在这
里可以做的事情。”

他还说：“今天（的练习里）我认
为保持中轴稳定是最重要的，我并没
有用力旋转，我感觉今天应该做的都
做了，但旋转还没有拿出十成的力，
今天训练就是为了熟悉冰场，把中轴
稳定下来。今天训练其实也可以拿
出十成或者十一成的力来旋转，但转
足了也可能摔倒。四周半的动作我
还处在练习阶段，所以在旋转充分的
同时保证完美落地还是很难的。”

这是羽生结弦在公开场合第三
次挑战四周半的动作，第一次是在
2019年 12月的花滑大奖赛总决赛的
公开练习中，第二次是在今年 4月的
世界花滑团体锦标赛的赛后表演练
习中。

羽生结弦还表示，他将在26日举
行的自由滑比赛中展示四周半的动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