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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帕卡亚火山自今年 2月
以来喷发岩浆。一名当地男子在岩浆
上烤披萨，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据法新社 12日报道，这名男子名
叫戴维·加西亚，现年 34岁。他把披萨
放在已经烧黑、仍滚烫的岩浆上烤。
一些岩浆尚未完全熄灭，冒着红光。

加西亚在一片岩浆附近揉面，制
作饼胚。他在饼胚上撒满芝士、肉肠
等食材，抹上酱料，然后放在耐 1000
摄氏度高温的金属烤盘里，置于岩浆
上。他操作时要防止披萨顺着缓慢
流动的岩浆“漂”走，还要掌握“火
候”，别烤焦。10分钟后，一份香喷喷
的火山披萨“新鲜出炉”。因为岩浆
太热，加西亚烤披萨时戴着厚帽子、
穿着厚衣服，还穿着隔热性能好的军
用靴子。

帕卡亚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活
火山之一，也是著名旅游景点，海拔
2552 米，距离首都危地马拉城 50 公
里。加西亚 2013年就开始制作“火山
披萨”，如今风靡网络，引得不少人专
程去品尝。游客费利佩·阿尔达纳对
火山披萨赞不绝口：“火山余烬里烤出
来的披萨令人难忘，独一无二。”帕卡
亚火山近期活动明显，政府提醒居民
准备好应急包、戴口罩并盖住储水池，
做好疏散准备。据法新社报道，火山
旅游仍未中断。 新华社特稿

美国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瓦恩
12日宣布，设立彩票鼓励接种新冠疫
苗，将从本州成年接种者中抽取 5名
幸运儿，奖励每人 100万美元。

美联社援引德瓦恩的话报道，自
26日起，俄亥俄州彩票机构将连续 5
周的每周三开奖。只要在 26日前接
种至少一剂疫苗，并在选民注册数据
库或专门网站注册的 18岁及以上本
州居民，均可参与抽奖。

同时，俄亥俄州彩票机构每周三
还将从当地 12岁至 17岁的接种者中
抽取 1人，向其提供在俄亥俄州一所
公立高等院校就读 4年所需费用，包
括学费、食宿费和书本费。

德瓦恩说，相关奖金和抽奖系统
所需经费均来自该州现有的联邦疫
情救助金，他没有透露奖金原先用
途。他当天还宣布，俄亥俄州 6 月 2
日起将解除大部分机构的防疫措施，
不再要求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养
老院和长期看护机构除外。俄亥俄
州众议员埃米莉娅·赛克斯质疑这种
抽奖机制涉嫌滥用联邦基金。她说，
把数百万美元的救助金用于抽奖是

“严重乱花钱”，这笔钱本可能用于应
对疫情带来的危机。 新华社特稿

美国芝加哥市连续六年获称“老
鼠之都”，当地一家动物保护机构已
在街头投放 1000只野猫解决日益严
重的鼠患。

据英国《每日邮报》13日报道，芝
加哥“树屋动物保护协会”2012年启
动一项名为“猫咪在工作”的计划，迄
今已在这座城市街头投放 1000只野
猫，应对鼠患。这些野猫都做过绝育。

树屋动物保护协会说，一些房屋
业主向这些野猫提供“食物、水、住
所”并报以善意。协会发言人萨拉·
莉斯说：“许多人告诉我们，猫来之
前，（老鼠多到）人们踏出家门，便有
老鼠从脚下跑过。”

芝加哥鼠患可追溯至上世纪 70
年代。那时居民抓到一只老鼠可获
得 1美元奖金。去年 5月起，老鼠在
觅食中显现更强的攻击性，原因是新
冠疫情导致餐馆关门、老鼠“断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醒民众
当心老鼠攻击性行为。今年 4月，有
报道说一些老鼠饿到以同类为食。
美国一项城市 2020年鼠患程度排名
显示，前五名依次是芝加哥、洛杉矶、
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新华社特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2日说，
又发现十余例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后出现
血栓的病例，出现该症状的人数增至 28
人，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疾控中心说，在目前全美超过 870万
强生疫苗接种者中，累计确认 28人出现
血栓形成并伴有血小板减少症。在这 28
例病例中，大多数为 18岁至 49岁女性，
在 30岁至 39岁女性接种者中，出现上述
症状的几率为每百万人 12.4例，在 40岁
至 49岁女性中，为每百万人 9.4例。症状
一般在接种后数日至两周内出现。

疾控中心认为，接种强生疫苗与出

现该症状“似乎存在因果关系”。截至 4
月 25日，疾控中心在近 800万名强生疫
苗接种者中发现 17例血栓病例。而今病
例增加到 28例，其中 3人死亡。不过，疾
控中心官员萨拉说，接种疫苗的益处依
然远大于风险，目前不会修改接种政策。

4 月 13 日，鉴于报告接种强生新冠
疫苗后出现罕见严重血栓病例，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疾控中心建议暂停
接种该疫苗。10天后，两家机构决定恢
复使用这款疫苗。

两家机构 4月 23日说，现有数据表
明，强生新冠疫苗针对 18岁及以上群体

的“已知和潜在益处大于其已知和潜在
风险”，上述不良反应发生几率极低，但
两家机构将继续调查评估其风险。

疾控中心 5月 12日还说，接种强生
疫苗后出现的罕见血栓病例，与欧洲阿
斯利康疫苗接种者报告出现的血栓症状
相似。

阿斯利康疫苗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与牛津大学共同研发，尚未获美药
管局批准在美国紧急使用。强生疫苗由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
于今年 2月 27日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
只需接种 1剂。 新华社特稿

强生疫苗关联血栓病例
美疾控中心发现28名患者多为女性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 11日公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确诊
和死亡病例数突破纪录，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连续 7天超过 8000例。

数据显示，尼泊尔过去 24小时新增
死亡病例 225例，相比前一天的 139例大
幅增加，累计死亡 4084例；新增确诊病
例 9317 例，相比前一天的 9127 例增加
190例，累计确诊 413111例。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发言人高塔
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尼泊尔

疫情形势“非常糟糕”，民众参加集会等
活动时违反卫生防疫规定加剧了疫情
的蔓延。

尼首都所在的加德满都谷地 3个城
市 11日宣布，将 4月 29日起实行的防疫
限制措施再延长两周，至 5月 27日。除
生活必需品商店短时开门营业外，其他
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均被禁止。尼泊
尔民航局当天宣布，将 5 月 3 日开始执
行的国际航班停飞令延长到 5 月 31 日
午夜。 据新华社电

日本内阁府一项调查显示，日本
超过三成 60岁及以上老人没有亲密
朋友，凸显日本老人的孤独问题。

这是日本内阁府去年 12月至今
年 1 月展开的一项国际比较调查得
出的结论。调查涉及大约 5000名日
本、德国、瑞典和美国的 60岁及以上
老人，其中日本有 1367人。

日本共同社 12日援引调查结果
报道，受调查的日本人中，31.3%自称
没有密友，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美国、
德国和瑞典老人。这三国老人自认
没有密友的比例分别为 14.2%、13.5%
和 9.9%。被问及与邻居互动情况，
20%的日本老人表示会与邻居商量
事情，这一比例也低于其他三国老
人。59%的美国老人表示与新冠疫
情暴发前相比，更频繁使用电子邮件
或电话与外界交流，这一比例在四国
老人中最高，而日本老人这一比例最
低，为 26%。这项调查表明日本老人
生活呈现出在家庭以外缺少亲密社
交互动的现象。 新华社特稿

尼泊尔新增病例连续7天超8000

以太坊区块链创始人维
塔利克·布特林 12 日向一只
基金捐赠价值 10亿多美元的
加密货币柴犬币，以帮助印度
应对新冠疫情。

布特林实施捐赠时，这些
柴犬币的确价值 10 亿美元，

但随着布特林捐赠柴犬币的
消息传开，柴犬币价格大幅跳
水。柴犬币是新品种加密货
币，其价格几乎每小时坐“过
山车”。使用柴犬币难以购买
商品。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个与布特林有关联的账号，
向一个与“印度新冠加密救助
基金”有关联的账号转入大约
50.7 万亿柴犬币。他同样向
这一账号转入价值 200 万美
元的以太币。

布特林现年 27 岁，是俄
罗斯裔加拿大人，是加密货币
的早期支持者。以太币价格
一年前仅为大约 200美元，本
月突破 4000美元。以太币是
市值第二大加密货币，仅次于
比特币。

“印度新冠加密救助基
金”管理者普尼特·阿加瓦尔
说，已经收到布特林转来的柴

犬币和以太币。
阿加瓦尔说，“印度新冠

加密救助基金”将利用其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创办的一家
公司兑换这些虚拟币。

他说，上述资金将捐给获
准接受海外捐赠的印度非营
利机构，同样将用于向印度医
院运送氧气瓶等供给。

在收到布特林捐赠前，
“印度新冠加密救助基金”收
到的捐赠价值大约 650 万美
元。加密货币价格近期普遍
回调。其中，比特币价格 12
日一度下跌逾 20%。

新华社特稿

以太坊创始人向印度捐赠
价值10亿美元加密货币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
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12 日宣布，出于环
境方面的考虑，特斯拉将暂停接受比特
币作为购车付款方式。

特斯拉 2月宣布已经在比特币上投
资 15亿美元，促使这一热门加密货币价
格飙升。特斯拉 3月宣布接受比特币作
为购车付款方式。

马斯克认为，加密货币“从许多层面

看是个好点子”，但它的发展前景不能以
“严重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对比特币
开采、交易中化石燃料使用的快速增加
感到担忧，尤其是煤。”

按照他的说法，特斯拉不会出售持
有的比特币，会等到开采过程使用更
加可持续的能源时再考虑用它来交
易。

据美联社报道，比特币价格美国东

部时间 12日晚间下跌超 10%，最低跌至
4.7 万美元以下。特斯拉当天股价下跌
4.4%。

比特币的存在依赖计算机，而后者
依赖电力。它不断上涨的价值与使用的
能源直接挂钩。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2019年研究发现，整
个比特币网络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达到 2290万吨。 新华社特稿

价格大幅下跌 特斯拉叫停比特币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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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尼泊尔民众在加德满都等待为氧气罐充氧。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