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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冲绳等地发现更多混异物疫苗
继日本厚生劳动省 26日宣布暂停使

用上百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后，冲绳县、
群马县政府 29 日说，他们发现更多混入
异物的莫德纳疫苗，已经暂停接种相关
批次疫苗。

冲绳县政府说，28日下午，工作人员
在那霸市一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做注射
前检查时，在一支莫德纳疫苗瓶和 3支注
射器内发现黑色和粉色物质。

经过追查得知，混入异物的疫苗是
同一个批次。

冲绳县政府宣布暂停使用所有莫德

纳新冠疫苗，群马县则决定仅暂停使用
有问题批次的疫苗。

日本媒体 26 日报道，本月 16 日以
来，位于东京都、埼玉县、茨城县、爱知
县和岐阜县的 8 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在
39 支尚未使用的莫德纳疫苗瓶内发现
异物。

厚生省 26 日要求全国各接种中
心暂停使用混入异物的那一批次及
邻近 2 个批次、共计 163 万剂莫德纳疫
苗。

此外，两名日本男子 8月接种第二剂

莫德纳新冠疫苗后死亡。厚生省说，正
在调查两人死因，尚不清楚是否关联疫
苗接种。

美国药企莫德纳公司和其日本分销
商 28 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已将混入异物
的疫苗瓶送至一家实验室，将于下周初
获得初步分析结果。

负责灌装莫德纳疫苗的西班牙罗维
制药公司 26 日说，混入异物的新冠疫苗
仅送至日本，问题源头可能出在工厂一
条生产线上，公司正与卫生部门合作调
查疫苗受污染原因。

据悉，混入的异物能对磁铁发生反
应，初步判断是金属颗粒。厚生省说，将
尽快提供替代疫苗，以免严重影响疫苗
接种进度。

日本大约 44%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
全程接种。受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
株迅速扩散影响，日本新冠疫情严峻，8
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达到约 2.5 万
例。

27日起，日本新增 8地进入防疫紧急
状态。至此，日本全国 47个都道府县中，
21地处于紧急状态。 新华社特稿

法国总统马克龙 28 日向伊
拉克政府承诺：不管美国是否从
伊拉克撤军，法国将保留驻军，

“只要伊拉克需要”。
马克龙当天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出席一场中东地区峰
会。他在记者会上表态，“不管
美国如何决定”，“只要伊拉克政
府要求”，法国将继续在伊拉克
驻留部队。

法国现阶段在伊拉克驻扎大
约 800 名军人，是美军主导的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军队组成部分。
美国 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

争，2011年底从伊撤军，仅留少量
驻军。“伊斯兰国”2014 年夺取伊
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美军
随后增兵伊拉克，但其权限仅限
于反恐以及训练、协助伊政府
军。目前，驻伊美军约有 2500
人。

美国先前承诺从伊拉克撤走
剩余部队，但一直没有设定时间
表。美国总统拜登今年 7 月宣
布，驻伊美军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作战任务，但会继续承担训练和
协助伊政府军的职责。

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招
致国内外舆论炮轰。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国际机场外 26 日发生自
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上百人死亡，
其中包括 13名美军士兵。

马克龙 28日说，法国正与阿
富汗塔利班接触，就人道主义事
宜展开初步讨论。法国已于 27
日宣布结束从阿富汗撤出本国公
民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

据新华社电

马克龙告诉伊拉克：

不管美国撤不撤军，法国不撤

这是8月25日在印度金奈的一家动物园内拍摄的狮尾猴。
受新冠疫情影响曾暂时关闭的这家动物园已重新对公众

开放。 新华社 发

重新开放的动物园

8 月 26 日，在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附近的太平洋海
域，一头座头鲸跃出水面。 新华社 发

座头鲸跃出水面

丹麦 6名研究人员意外发现了据信为地
球“最北端”的岛屿，距离北极 700多公里。

据法新社 28日报道，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6 名研究人员今年 7 月意外踏上这座袖珍岛
屿。他们原计划前往欧达克岛采集样本，该
岛 1978 年被发现后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地球

“最北岛屿”。研究人员莫滕·拉施说，由于导
航出错，他们乘直升机降落在欧达克岛以北
780 米的一小片陆地，把那里当成欧达克岛，
后来发现那是“更北的一座新岛屿”。

丹麦地球动力学专家雷内·福斯贝尔说，
这块大约长 60米、宽 30米的新发现土地可以
被称作岛屿，“目前是世界最北端土地”。

没人清楚它会存在多长时间。拉施说，
这可能是一座“短命岛屿”，在新的风暴袭来
时消失。

研究人员考虑以格陵兰岛语言“最北岛
屿”为它命名。 据新华社电

研究人员意外发现
地球“最北岛屿”

一辆特斯拉汽车 28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
兰多市附近的州际公路上接连撞上一辆停靠路边
的警车和一辆抛锚的汽车，一名巡警险些受
伤。

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在社交媒体说，一辆
运动型多功能车在 4号州际公路抛锚，驾车人拦
下一辆警车求助。巡警下车后，一辆特斯拉汽车
突然撞上警车，接着撞上抛锚车，巡警“非常幸运
地”躲过车祸。

一名警方发言人告诉《奥兰多哨兵报》，事发
时间为早晨 5时，当时那名公路巡警停好车并打
开车辆双闪应急灯、下车去帮忙，侥幸没有受伤，
肇事的特斯拉 Model 3 型汽车司机和抛锚车司
机受轻伤。

特斯拉司机告诉警方，当时正用自动辅助驾
驶系统驾驶。

警方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现场照片显示，抛锚
车车头、警车的一侧和特斯拉车头右侧严重受
损。警方正在调查这起事故是否与特斯拉的自动
辅助驾驶功能有关。

今年 3 月，一辆特斯拉汽车在自动辅助驾驶
模式下在密歇根州撞上一辆停靠路边的警车，没
有人受伤。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本月 16 日宣
布，管理局下属机构已经着手调查特斯拉汽车的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管理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
示，自 2018年 1月至 2021年 7月，特斯拉多个车型
的汽车与已作出停车警示的停靠车辆发生碰撞，
所涉及的 11 起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17 人受
伤。 据新华社电

特斯拉汽车
撞上停泊的警车

西班牙梅诺尔潟湖因农业污染水质变
差，最近两周湖中数百万鱼蟹等生物死亡。
数万人 28 日来到湖畔集会，哀叹这个美丽的
潟湖变得面目全非。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官员 23日说，从梅诺
尔潟湖中捞出 4.5吨至 5吨死鱼等生物，到 28
日捞出的死鱼等生物增至 15吨。离湖不远的
卡塔赫纳市市长诺埃利娅·阿罗约说，这是一
场“环境灾难”，梅诺尔潟湖生态环境亟需治
理。

梅诺尔潟湖是欧洲最大的盐水潟湖之
一，位于西班牙东南部，是久负盛名的旅游胜
地。按德新社说法，梅诺尔潟湖如今因污染
变成散发着恶臭的一汪“绿汤”。

法新社援引专家的话报道，农业生产导
致大量化肥渗入梅诺尔潟湖，造成水体富营
养化，湖中藻类等生物疯长，导致湖水缺氧，
最终造成大量生物死亡。这种状况因西班牙
今年夏天的炎热天气变得尤为严重。两年
前，梅诺尔潟湖曾有 3 吨死亡鱼蟹被冲上
岸。 据新华社电

西班牙著名潟湖
因污染成臭湖

英国一只名叫“伍迪”的猎犬过去 6年献血 22
次，协助挽救 88条狗的生命，如今光荣“退休”。

据英国媒体 29日报道，“伍迪”来自莱斯特郡，
3岁开始献血。它的血型相对较少，可以给其他所
有狗献血。

英国慈善机构“宠物血库”说，“伍迪”每次献
血 450毫升，可帮助 4条狗。

主人温迪·格雷说，“伍迪”喜欢献血，每次都
乖乖躺着等待抽血。献血对“伍迪”的身体没有不
良影响。不过，由于已经年满 9岁，“伍迪”不能再
献血。根据英国有关规定，只接受 1岁至 8岁的狗
献血。 据新华社电

献血6年
猎犬救了88条狗

25只蜗牛 28日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市
一决高下，比赛谁爬得最快。

据德新社报道，冠军是一只名叫“高速冈萨雷
斯”的蜗牛，用 3分 28秒爬完 33厘米。它因此获得
奖品——一棵生菜。

奥尔登堡市位于德国西北部，将举办一个电
影节，为推广电影节举行了这场蜗牛爬行赛。“高
速冈萨雷斯”的夺冠让它的“训练者”鲁迪赢得电
影节套票。

电影节定于 9 月 15 日开幕，将聚焦独立电
影。受制于新冠疫情防疫措施，现场观影座位有
限，不过很多展映影片可在线观看。

爬行比赛结束后，参赛蜗牛被放回原来所在
花园。活动主办方在赛后放映了 2013年上映的动
画电影《极速蜗牛》。 据新华社电

德国举行
蜗牛竞速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