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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世界杯

据新华社电 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
州切萨皮克市一家沃尔玛卖场 22 日晚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亡、数
人受伤。警方初步判断，系单人作案，
袭击者已死亡。

据福克斯新闻台 23 日报道，当地
警方发言人利奥·科辛斯基向媒体记者
通报，警方 22 日晚大约 22 时 12 分接到
关于战场大街沃尔玛卖场有人持枪袭
击的报警电话，抵达现场后，在特警战
术小组掩护下进入店内，发现多具尸
体，其中一具在卖场入口处。

警方说，枪击发生在店内，事发时卖
场还未结束营业。半个多小时后，警方将
店内受困人员解救出来，暂未提及具体伤
亡人数，只说遇害者“目前少于10人”。

警方认为枪手只有一人，已经死
亡，暂不清楚是否死于自杀。

切萨皮克市政府也确认“多人遇
害”及枪手身亡事实，但称事发才过几
小时，更多细节有待调查。切萨皮克位
于首都华盛顿东南方向约240公里处。

沃尔玛公司在 23 日凌晨发表声
明，“对这起悲剧事件感到震惊”。这家

美国最大零售商不是首次正面遭遇群
体性枪击事件。2019年8月，一名枪手
在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一家
沃尔玛超市发动袭击，导致 22 人死亡、
24 人受伤，受害者多为拉美裔，凶手动
机被归为种族仇恨。

代表切萨皮克选区的州参议员路
易丝·卢卡斯说，她为美国最新一起群
体性枪击事件发生在她的选区感到“心
碎”，呼吁寻找解决方案遏制美国“泛滥
成灾的枪支暴力”。

群体性枪击事件在美国数见不鲜，

收紧枪支管控法规的提案却在联邦和
州级立法机关屡屡受阻，尤其受到枪械
制造商和主张“拥枪自由”的保守派政
客抵制。

就在三天前，西部科罗拉多州科罗
拉多斯普林斯市一家夜店发生一起严
重枪击事件，22岁的嫌疑人用步枪扫射
正在狂欢的人群，导致至少 5 人死亡、
18人受伤。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
年以来全美已发生超过600起造成4人
以上死亡的群体性枪击事件。

美国弗州一沃尔玛卖场发生枪击
导致多人死亡数人受伤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2日电 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22 日发
布消息称，该公司发现过境乌克兰输往
摩尔多瓦的天然气在乌克兰境内被截
留，如果截留现象继续存在，俄方将减
少过境乌克兰的输气量。乌克兰方面
当天否认俄气说法。

俄气说，通过库尔斯克州苏贾计量
站输往摩尔多瓦的天然气数量超过在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边境记录到的输气

量。在乌克兰境内被截留的天然气总
量为5252万立方米。

俄气称，如果截留现象继续存在，
该公司将从莫斯科时间 11 月 28 日 10
时起减少过境乌克兰的输气量。目前，
俄气每天经苏贾计量站过境乌克兰的
输气量为4290万立方米。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当天否认
俄气的说法，称乌方已将过境天然气足
额提供给摩尔多瓦。

俄气称乌截留过境天然气

新华社电 波兰总统府22日证实，
上周与总统安杰伊·杜达通电话的“法
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其实是个
冒牌货。对方发布的通话内容显示，对
于先前西方媒体渲染的所谓“俄罗斯导
弹袭击波兰边境”事件真相，波方似乎
一开始就心知肚明。

波兰总统府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明，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的赫鲁别舒夫
县 15 日发生爆炸后，杜达同多国元首
和政府首脑通话讨论该事件。其间，一
个自称是马克龙的人打来电话。“杜达
根据对方谈话的方式意识到，这也许是
一个骗局，便挂断了电话。”

专搞这类恶作剧的俄罗斯喜剧演
员组合“沃万和莱克萨斯”事后向法新
社记者证实，那通电话确是其所为。他
们还把对话内容制作成视频，发布在俄
罗斯视频分享网站RuTube上。

视频中，一名带有浓重俄罗斯口音
的人自称马克龙，同杜达讨论了波兰边
境爆炸事件。

“你好，埃马纽埃尔⋯⋯谢谢你打
来电话。你或许清楚，形势非常困难。”
杜达在电话中说，爆炸由一枚导弹引
发，“我们不知道是谁发射的”，正在等
待调查结果。“埃马纽埃尔，相信我，我
格外谨慎。我没有责怪俄罗斯人⋯⋯
我不想同俄罗斯开战。”

杜达还说，波方没有考虑援引《北
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要求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启动成员国集体防御。

波兰边境爆炸事件发生后，乌克兰
方面马上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俄罗斯则
指责这起事件是蓄意挑衅，目的是使局
势升级。

波兰政府和北约 16 日说，没有证
据表明这是俄罗斯蓄意攻击，造成爆炸
的导弹很可能是乌克兰军队拥有的
S-300型防空导弹，很大可能是乌方拦
截俄方来袭巡航导弹未果，导致乌方导
弹落入波兰境内。然而，北约声称不管
导弹来自何方，最终责任在于俄罗斯。

在那通时长 7 分半钟的“恶搞”电
话中，双方谈及俄罗斯指认乌克兰准备
用放射性“脏弹”发动袭击一事，杜达还
对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不停
遭炮击表示担忧。

“沃万和莱克萨斯”由俄罗斯人弗
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和阿列克谢·斯
托利亚罗夫组成。两人多次上演“名人
来电”把戏，曾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英
国音乐人埃尔顿·约翰、时任英国外交
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英国哈里王子等
人“中招”。

据法新社报道，2020年，他们也曾假
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杜达通电话。

波兰总统与“冒牌马克龙”通话

11月13日下午，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旁边的独立大街发生
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81人受伤。图为警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警
戒。 新华社发

新华社洛杉矶11月22日电 美国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22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
民众应尽快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加强
针。最新临床有效性数据显示，升级版
疫苗能有效抵御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
BA.4和BA.5亚型毒株。

当天是福奇离任前最后一次出席
白宫记者会。这位知名传染病专家说：

“这也许是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你们传递
的最后一条信息⋯⋯为了保护你自己、
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请在符合条件情
况下尽快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

升级版疫苗是指二价疫苗，可针对
新冠病毒原始毒株以及奥密克戎BA.4
和BA.5亚型毒株的刺突蛋白更好发挥
作用。今年 10 月 12 日，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扩大了升级版莫德纳和辉瑞
疫苗的适用年龄范围，允许升级版莫德
纳疫苗适用于6岁及以上人群、升级版
辉瑞疫苗适用于 5 岁及以上人群。公

众可在初始疫苗或早先版本的加强针
接种至少 2 个月后接种升级版疫苗作
为单剂加强针。

福奇介绍说，药企和学术机构发布
数据显示，与仅针对新冠原始毒株的疫
苗相比，升级版疫苗对奥密克戎BA.4和
BA.5亚型毒株以及它们的后代谱系能
激发更强的免疫应答。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当天发布涉及数十万人的临床
数据显示，升级版疫苗能够有效抵御目
前正在传播的BA.4和BA.5亚型毒株。

福奇还表示，美国尖锐的政治和意
识形态分歧导致一些民众出于公共卫生
之外的原因拒绝接种疫苗，“作为一名医
生，这让我感到痛苦”。如果美国今年冬
季再次出现新冠病例激增潮，风险最大
的将是那些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

现年81岁的福奇自1984年起出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去
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出任总统首
席医疗顾问，今年8月宣布将在年底退休。

离任前最后一次出席白宫记者会

福奇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加强针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土耳其国防
部长胡卢西·阿卡尔 23 日在首都安卡
拉称，土耳其在近日的空袭行动中已击
毙 254 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
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
队”成员。

阿卡尔说，“恐怖分子卑鄙地对土
耳其平民发动袭击，土耳其将制止这种
行为”。他说，截至目前，土开展的空袭
行动已打击了471个目标。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 23 日再次警告，土方可在继续空
中打击的同时在叙利亚发动地面攻势，
以保护土方边境安全。

埃尔多安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
强调土耳其保卫南部边境地区的决
心，“会在最便于我方的时候从陆上
打击恐怖分子”，土方“有权在境内外
逮捕和惩罚参与袭击我们国家的恐怖
分子”。

近日来，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的紧
张局势持续升级。21日，土耳其加济安
泰普省东南部边境地区遭来自叙利亚
方向的炮弹袭击，多人伤亡，土方指认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发
动袭击，随后展开报复性空袭。

继胡卢西·阿卡尔 22 日敦促美国

停止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后，埃尔
多安 23 日也批评西方国家支持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而且没能兑现保证土
耳其领土不会遭到上述武装袭击的
承诺。

“如果他们没有遵守承诺，那么我
们就有权自己保护自己。”他说。多家
媒体报道，埃尔多安指的是本月 13 日
发生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
爆炸事件。那次爆炸造成 6 人死亡、81

人受伤。土方认为库尔德工人党和“人
民保护部队”发动袭击，但遭后二者否
认。分析人士认为，“爪剑”空袭是对这
起爆炸的回应。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 1979 年，被
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人
民保护部队”自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活跃
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叙利亚北部地区，目
前控制叙北部大片土地。由“人民保护
部队”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得到美国
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
联盟支持。

同在 23 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
代表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叙利亚问题新一轮三方会谈。俄方代
表、俄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亚历山大·
拉夫连季耶夫呼吁土方保持克制，避免
在叙利亚发动全面地面攻势，因为这样
的行动可能引发事态升级。

会后发表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各
方将进一步抵制“旨在破坏叙利亚主权
和领土完整、威胁邻国国家安全的分裂
主义计划，包括跨境袭击和渗透”。

叙利亚外交官员艾曼·舒尚 23 日
则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说，
叙方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自身领土完
整及安全。

空袭击毙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254名武装人员

土耳其持续打击库尔德武装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3日电 伊朗
外长阿卜杜拉希扬 23 日说，伊朗与美
国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
判中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阿卜杜拉希扬当天在伊朗外交部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第一个分歧在于解
决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遗留
问题；第二个分歧在于伊朗要求获得经
济保障，使外国公司有信心到伊朗投
资；第三个分歧在于要求西方国家不能
将制裁扩大到第三方。

他说，欧洲方面正在就这些分歧在
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伊朗与美

国仍在通过中间方交换信息，但美国间
接传递的信息中立场反复，加深了伊朗
对美国的不信任。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
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2021 年 4 月起，伊核协议相
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多轮会
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
参与谈判。

伊外长：伊美存在三个分歧

在外界看来，最被寄予厚望的亚洲
球队日本队这次被分在了死亡之组，西
班牙、德国和哥斯达黎加，没有一个是软
柿子。但是从他们的球迷到媒体，似乎
都比较乐观，觉得日本队出线没有问题。

效力于德甲弗赖堡的前锋堂安律
更是表示：“日本队的目标就是夺冠。”
这几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
些日本媒体，在他们看来，“日本夺冠比
较难，但是小组是很有机会出线的。”

那就必须得挤掉一个世界冠军，是
西班牙还是德国？“都有可能，他们不可
能轻易战胜我们。”日本媒体坚定认为。

在战略上藐视对手，在战术上重视
对手。拥有一众效力于五大联赛主力
的日本队，加上必胜的斗志，早已不是
20多年前首次参加世界杯时的鱼腩，也
不是 10 多年前联合会杯盲目和巴西对
攻的“激进分子”，现在确有资本叫板欧
洲一众强队。

脚下技术出色，反击速度快，昨天的
比赛，日本队给日耳曼战车制造了很大麻
烦。开场不久就先拔头筹，可惜越位在先。

在遭遇点球 0 比 1 落后时，他们也
不急躁，坚持自己的特点冲击对手，德
国队门前风声鹤唳，队长诺伊尔多次怒
喊后防，最终堂安律扳平比分，浅野拓
磨爆射完成反超。两支强队踢出了本
届赛事迄今最好看的一场比赛。

在日本文化中，特别在意精神的强
大，这是超乎所有形态的。10 年前，日
本人冈田武史来到浙江队执教时就曾
说：“我的目标就是赢得所有比赛，带领
浙江闪耀亚洲。”

一言既出，引起了众多争议，当年
的浙江队是一支年年保级的弱队，也没
有大牌外援，但冈田并不介意。面对记
者采访时，他就反问？“我知道这一切都
很难，但如果连想都不敢想，我们该怎
么进步？”

事实上，10 年后再看浙江足球，日
本教练耕耘的青训已初见成果，当年心
心念念的全运会冠军去年也被收入囊
中，从不盲目烧钱的浙江队如今在中超
名列前茅，有望再次打入亚冠。浙江足
球走在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自信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昨
晚与德国队的比赛前，记者在新闻中
心遇到了日本队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
本田圭佑。他也坚信日本可以出线，

“即便输给德国，也没关系，哥斯达黎
加很强，但是我们能赢，最后与西班牙
决胜。”

最终日本足球的“后浪们”给了前
辈惊喜，他们以一种铿锵有力的表现方
式，将惊喜浓缩在了浅野拓磨那记面对
诺伊尔的怒射。20 年前《足球小将》里
的猛虎射门与梦想同时照入现实，一瞬
间打动人心。

对于日本足球而言，他们现在就是
世界强队。

日本足球小将的梦想照进现实
钱江晚报特派记者 宗倩倩 王佳骏

钱江晚报特派记者王佳骏和日本队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本田圭佑合影。
钱江晚报特派记者 宗倩倩 摄

·资 讯··资 讯·

今年 10 月初，浙江杭美拍卖有限公司
新租赁一间店面，已经完成装修，但是根据
要求需安装烟感报警器，他们不知道具体对
接部门，就尝试找到平时经常联络的企业服
务专员。了解到该情况后，杭州市上城区清
波街道“小清帮帮团”第一时间咨询街道平
安办，对接具体负责人，帮助企业解决了这
一问题。

“小清帮帮团”就是清波街道统筹市、
区、街三级党员骨干力量组建的全覆盖服务
助力体系。“今年以来，因为疫情影响，叠加

国际贸易形势严峻，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为
了帮助辖区企业渡过难关，上城区开展‘千
人联千企’三服务走访活动，明确强化楼宇
企业摸排、重点企业走访、问题闭环解决等
硬性举措。”上城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在走
访基础上加码加力，根据企业需求，组建党
员服务先锋队，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
干部服务企业、助推经济发展的能力。

浙江杭美拍卖有限公司算是“小清帮帮
团”的“常客”。今年上半年，杭美公司还经
历了一次名称变更，看起来“微不足道”的

事，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今年 4 月，杭州盛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原名称）提出要变更名称，“小清帮帮团”
详细查阅相关行业条款后发现，此次变更
还需要增加注册资本，因此协助企业同步
办理名称变更和增资。后又因为原拟定名
字不符合工商要求被退回，“小清帮帮团”
同时对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企业，反复
沟通草拟名称，最后将名称确定为“浙江杭
美拍卖有限公司”——既满足企业要求，又
符合工商规定。浙江杭美拍卖有限公司在

今年还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也是由帮帮
团全程代办。

在此过程中，清波街道纪工委发挥纪检
监督本职，对“小清帮帮团”代办业务进行全
流程监督，确保不出现业务人员违反工作纪
律的行为，保证政企之间的廉洁工作事项。
与此同时，人大清波街道工委也充分发挥

“金牌店小二”服务团作用，依托“一企一策、
一事一议、一题一解”三招，与“小清帮帮团”
凝聚成合力，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
业”，切实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上城区清波街道：

用心用情办实事 助企纾困促发展
邵 斌 丰 颖

上城区清波街道：

用心用情办实事 助企纾困促发展
邵 斌 丰 颖

“小清帮帮团”楼宇驿站 （图片由上城区清波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