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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劳动省 9月 1日说，日本国
内上月发现的某批次莫德纳新冠疫苗瓶
中“异物”为不锈钢颗粒。涉事疫苗批次
先前被停用，现在将被召回。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莫德纳公司和
代理该疫苗的武田药品有限公司调查确
认，在日本使用的某一批次莫德纳疫苗
遭不锈钢颗粒污染。这批疫苗由西班牙
罗维制药公司生产，在生产线装瓶封口

时可能因机械金属部件摩擦造成污染。
这两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说，不锈

钢材料常用于制造人工心脏瓣膜和人工
关节等植入人体的产品，因此注射遭污
染的疫苗不会增加健康风险，最多在接
种部位引起某些反应。

声明说，为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罗维制药公司已经全面检查生产设施并
执行新的生产流程。

武田药品 8月报告，在同一批次未使
用的 39瓶莫德纳疫苗中发现异物。日本
厚生劳动省随后停用该批次疫苗，为安
全起见，还停用了来自同一生产线、大致
同期出厂的另外两个批次疫苗。三个批
次疫苗总计 163万剂。武田药品自 9月 2
日起回收这三个批次疫苗。

厚生劳动省 8月 28日报告，日本一名
38岁男子和一名 30岁男子当月各自接种

过一剂已停用批次的莫德纳疫苗，接种
第二剂后第二天发烧，两天后都死亡。
莫德纳公司认为，这两起死亡目前看来
是“巧合”，尚无证据表明与疫苗遭不锈
钢颗粒污染相关。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已有超过
1.1亿人接种了莫德纳疫苗。据法新社报
道，约 50 万日本人接种了上述三批被停
用的莫德纳疫苗。 据新华社电

日本莫德纳疫苗所含异物为不锈钢颗粒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 2 日证
实，卡方正在协助阿富汗塔利班重
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穆罕默德 2 日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正非常努力，相信这座机场能
尽快重新运转。希望过几天我们就
会听到好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政府派
出的一支技术专家团队 1日飞抵喀
布尔，协助检查喀布尔机场设施受
损情况。一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
卡方为塔利班提供协助主要是为了
让人道主义物资能够进入阿富汗，
并为人员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包括
重新启动“人员撤离”。

喀布尔机场正常运转对阿富汗
与国外保持联系和接收海外援助至
关重要。

法新社报道，喀布尔机场大量
基础设施遭破坏，目前无法运转。8
月 30日晚，一架美军运输机运载最
后一批美国军人从喀布尔机场起
飞。美国等国的撤离行动中，共
12.3万余名外国公民和阿富汗人乘
飞机离开阿富汗，但仍有许多曾为
美国及其盟国服务的阿富汗人没能
如愿离开。

穆罕默德说：“塔利班应展现出
致力于为阿富汗人提供安全通道和
流动的自由，这非常重要。”

他说，卡方“正与塔利班和土耳
其接触，看土方是否可以提供技术
支持”。

美联社先前报道，由于与阿富
汗塔利班关系特殊，卡塔尔有望在
美军撤离后在阿富汗事务中发挥举

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后，塔利班政治领导层流亡卡塔尔，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设立政治办事
处。美国先前与塔利班在多哈举行
多轮谈判，最终于去年 2 月就撤军
等议题达成协议。另外，卡塔尔政
府说，大约 4.3万名撤离阿富汗的人
经卡塔尔中转离开。

土耳其官员先前说，塔利班请

土方派专家为喀布尔机场的运转提
供技术支持，双方正就此商谈。

按土耳其国防部说法，土军部
队过去 6 年驻扎喀布尔机场，协助
维护机场安全。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2日以阿富
汗民航部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喀布尔机场的阿富汗国内航班
有望 3 日恢复运转，而国际航班的
恢复“仍需时日”。新华社特稿

卡塔尔说正协助塔利班重开喀布尔机场

9月1日，塔利班成员乘坐军事车辆行进在阿富汗坎大哈街头。
新华社 发

朝方所赠名犬产七崽
文在寅盼地方政府领养
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布青瓦台 7 只幼犬的名

称，希望地方政府领养。这些幼犬的妈妈是一
只朝鲜丰山犬，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赠送。

韩联社 2日报道，文在寅和金正恩 2018年 9
月在平壤会晤，金正恩送给文在寅两只丰山犬

“松岗”和“高米”（音译）。雌犬“高米”今年 6月
生下 7只幼崽，幼崽的爸爸是文在寅在入主青瓦
台前已养了十几年的另一只丰山犬“马鲁”
（音）。

文在寅 1日在社交网站发帖，配上他在青瓦
台小菜园里与狗狗亲密互动的照片。文在寅写
道，7只小狗都在茁壮成长，分别取名“美美”“丽
丽”“江山”“春春”“夏夏”“秋秋”“冬冬”，意为

“美丽江山”，“春夏秋冬”。
文在寅说，地方政府如果愿意，可以领养这

些小狗。
按照青瓦台的说法，“松岗”和“高米”及其

后代属于国有财产，狗粮及其他费用从国家财
政预算支出。“马鲁”等文在寅夫妇自己饲养的
宠物需要“自费”。

“高米”从平壤来到首尔时已经怀孕，2018
年 11 月生下 6 只小狗，几个月后由首尔、仁川、
大邱和光州市政府领养。

丰山犬和源于韩国南部全罗南道珍岛郡的
珍岛犬是朝鲜半岛两大名贵犬种。前者因产自
朝鲜东北部咸镜南道丰山地区而得名，是雪地
山区打猎的好帮手，狩猎时机敏凶猛，对主人友
好忠诚。它们毛发粗硬，毛色多为白或浅黄，胸
宽颈粗，四肢发达，身高可达 55至 60厘米，成年
体重 20至 30公斤。 据新华社电

截至本月 1日，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50 万例。在过去不到 1 个月时间里，日本新增
确诊病例 50万例。

日本 1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0031 例，其中
东京 3168例、大阪 3004例、神奈川 1921例；新增
死亡病例 71 例，其中大阪 12 例、神奈川 9 例、东
京 7例。

今年 4月上旬，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
50 万例。这一数据 8 月 6 日突破 100 万，此后不
到 1个月内突破 150万例。

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 1日有重症
患者 2092 人，较前一天减少 18 人。截至 8 月 31
日，日本重症患者人数连续 19天刷新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电

不到1个月

日本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50万例

美国儿科学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截
至 8月 26日的一周内，美国约有 20.4万名儿童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占该周全美报告新冠确诊病例的
22.4%。

报告称，这是连续第二周新增儿童确诊病例
数达到去年冬天美国新冠病例激增时的水平。美
国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在今年初夏有所下降，但
随后呈指数级增长，由截至 7月 22日一周的约 3.8
万例增至上周的近 20.4万例。

报告显示，截至 8 月 26 日，美国已有累计近
480万儿童确诊，儿童病例占全美累计确诊病例的
14.8%。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9月 1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近
3939万例，累计死亡逾64.2万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儿童确诊病例
单周超20万例

一名在阿富汗被炸身亡美军士
兵的父亲说，他与总统约瑟夫·拜登
同场迎接儿子和其他士兵的灵柩回
国时气氛紧张，以至于特工处人员
看似准备介入。

拜登夫妇 8月 29日在美国多佛
空军基地迎接 13 名驻阿美军士兵
的灵柩。那些士兵 8月 26日在阿富
汗喀布尔机场外死于自杀式炸弹袭
击。

同到基地迎接儿子灵柩的马
克·施米茨 1 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
广播电台采访，回忆与拜登的不愉
快会面。

施米茨说，他原本不愿意见拜
登，但最终改变主意，因为想为儿子

“说出我对他（拜登）的想法”。
“我只是盯着他的脸，”施米茨

回忆道，“他一直看向别处，跟孩子
的母亲说话，我就盯着他看，一直
看、一直看。”

“我相信，特工处人员可能因为
察觉到我的肢体语言，一点点靠过

来。当然，我不会（对拜登）做什
么。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只是
站在那里，不出声，盯着他看。”

稍后，施米茨的妻子掏出手机，
给拜登看儿子的照片，对方“只是看
着，咕哝了些什么”。施米茨说：“我
直接告诉他，那是（我的儿子）贾里
德·施米茨。永远别忘了这个名字，
别忘了其他 12 个人的名字。你应
该花些时间了解他们的事、他们是
谁。”

按照施米茨的说法，听了他的
话，拜登对他“嚷嚷”道：“我知道他
们的事。”

施米茨说，他不满拜登在会面
中更多谈及拜登的儿子而非贾里
德。拜登的儿子博·拜登曾在伊拉
克服役，2015年因脑瘤去世。

另外，施米茨接受福克斯新闻
频道采访时说，拜登在迎接过程中
多次低头看手表，“考虑到这个节点
和我们去那里的目的，这是我见过
最无礼的事”。

按照另一名死亡美军士兵的父
亲达林·胡佛的说法，每有一具棺木
被抬下飞机，拜登都看一下表。胡
佛及家人拒绝与拜登单独会面。“我
们不想跟他打交道，不想他靠近我
们。”他说。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 8 月 31
日在记者会上没有正面回应上述说
法，称不会谈论“私下交谈”的内容，
死亡士兵的亲属“有权说他们想说
的话”。

普萨基说，拜登向士兵的亲属
致谢，对他们失去子女的感受有“切
身体会”。

拜登因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备
受抨击。8 月 26 日的爆炸袭击是
2020年 2月以来阿富汗境内首次发
生美军伤亡事件，也是 10年来驻阿
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袭击发
生后，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籍议员
就对阿政策炮轰拜登，有人要求他
辞职或提议对他发起弹劾。

新华社特稿

死亡美军亲属见拜登“火药味”浓

警卫险些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