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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希 （新华社专特稿）

11 月 1 日是西方传统节日万
圣节。然而，在刚过去的周末，美国
多地发生群体性枪击，致至少 12
人死亡、49人受伤。鉴于伊利诺伊
州枪支暴力增加，州长普里茨克当
天宣布枪支暴力成为一场公共卫
生危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上周末发生至少 11 起群体
性枪击，即除枪手外受伤或死亡人
数达到 4 人及以上。新冠疫情期
间，美国群体性枪击事件增加。据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今年
以来已发生 599 起。这类事件在
2019 年为 417 起，2020 年为 611
起。
上周末，伊利诺伊州发生 3起

群体性枪击。在芝加哥市郊，枪声
10 月 31 日凌晨在一场万圣节聚
会活动上响起。目击者说，现场聚
集近 200人，两名枪手从一处门廊
朝人群开枪。美联社 1日援引警方
发言人最新通报报道，枪击致两人
死亡，9人受伤。

10 月 30 日凌晨，伊州迪凯特
市一场有上百人参加的聚会发生
枪击，致 4 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
严重。据信有多名枪手，警方正征
集更多线索。另外，4 人 10 月 31
日在该州弗洛斯莫尔的枪击中受
伤。

美联社报道，芝加哥在内的伊
州多个城市呈现枪支暴力增长趋
势。伊州州长普里茨克 1日说，枪
支暴力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伊
州将在今后三年投入 2.5 亿美元
州和联邦资金，用于应对枪支暴
力。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团
体多年来一直将枪支暴力视为一
场公共卫生危机。今年 7月，纽约
州时任州长科莫发布行政令，宣布
枪支暴力为该州 “灾难紧急情
况”。

在科罗拉多州，莱克伍德一处
商业区 10月 31日晨发生枪击，致
两人丧生，两人受伤。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警方
通报，一处加油站附近 10月 31日
发生枪击，两名 20 多岁的男子中

弹，送医后不治身亡；另两名男子
因枪伤入院，可能关联同一起枪
击。初步调查发现，枪击现场发生
了口角。

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处
居民聚会 10 月 31 日凌晨发生枪
击，一名 18岁女子身亡，另有 3人
受伤。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更多线
索。另外，特克萨卡纳市警方 31日
说，一处聚会场所发生枪击，致一
死 9伤。

加利福尼亚州吉尔罗伊市一
名市议员的家中 10 月 30 日发生
枪击，一人死亡 3人受伤。警方 10
月 31日说，案发现场当时正举办
户外聚会，发生口角，至少一名嫌
疑人开枪。死伤者年龄在 17岁至
19 岁之间。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
托，10 月 30 日凌晨一起枪击致两
人死亡 5人受伤，当时数百人参加
聚会。

在佛罗里达州，大约 200 人
10 月 30 日夜聚集圣彼得斯堡一
处停车场，观看户外拳击。枪击致
一死 4伤。警方声明说，两群人发
生口角，后来传出枪声。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群体性枪击事件增加

万圣节周末，美多地枪击致12人死亡

据新华社报道

据英国媒体 1日晚报道，法国
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英国格拉斯哥
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晤，随后宣布
法方将推迟实施原定于 2 日对英
国渔业和贸易采取的制裁措施。
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 1日晚

间说，英方对法方的做法表示欢
迎，愿意继续就渔业问题进行深入
讨论，解决法国渔船申请许可问
题。英国负责“脱欧”后英欧经贸

合作事务的国务大臣戴维·弗罗斯
特 4日将同法国官员在巴黎会晤。
另据法国媒体2日报道，马克

龙在格拉斯哥对媒体表示，法国
“不会在谈判期间（对英国）实施制
裁”，双方的谈判将持续到 4日，他
希望“给谈判一个机会”。他强调，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

此外，英国媒体 2日报道说，
为缓和双方会谈气氛，法国已经释
放此前扣押的一艘英国渔船。

英国“脱欧”后，针对法国渔
船在英国海域的捕鱼权问题，两国

已争执数月。法国政府 10月 27日
宣布，如果英国不向更多法国渔船
发放捕捞许可，法方将从 11 月 2
日起禁止英方渔船进入部分法方
港口，并对英方船只和往返英国的
卡车加强检查。而且，法方正在酝
酿第二轮制裁，不排除重新考虑对
英方的电力供应。

相关争端主要涉及的海域位
于英吉利海峡西南部海峡群岛附
近。海峡群岛由泽西岛、根西岛及
两者附属岛屿组成，是英国属地，
但距离法国更近，供电依靠法国。

法国宣布推迟实施对英国的渔业制裁
英方表示欢迎，愿意继续就渔业问题与法讨论

李彦南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
奥 1日披露，截至当天，大约 9000
名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政府雇
员被停职停薪，数以千计消防员请
病假抗议强制接种。市府官员说，
环卫部门人手不足，市区大量垃圾
难以及时清理。

纽约市先前要求所有政府雇
员 10 月 29 日前必须接种疫苗。
截至 10 月 31 日，仍有约四分之
一消防员、六分之一警察局雇员、
六分之一环卫工人未接种疫苗。

德布拉西奥说，市政府约有
37.8 万名雇员，其中大约 90%已
接种疫苗，另有约 1.2 万人以宗教
和医学原因为由申请“豁免”。政
府将尽快受理这类申请，其间这些
雇员可暂时留职。
美联社报道，一些警察和消防

员抵制疫苗强制接种，令市政府疲
于应对。
纽约市警务专员德莫特·谢伊

说，未接种疫苗的警察局雇员中，
大部分已申请“豁免”接种。截至
目前，共 34 名警员和 40 名其他
雇员被停职停薪。

消防专员丹尼尔·尼格罗说，
全市 350 个消防站中有 18 个暂
停服务，还有许多消防站人手不

足。1日当天，大约 2300 名消防员
称病请假，人数远多于往常。尼格
罗认定这些人“装病”，意在抗议
疫苗接种规定。
“我已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要

记住自己的入职誓词。”尼格罗
说，这一行为不仅影响到需要消防
服务的民众，还影响被迫加班以填
补人手空缺的其他同事。
德布拉西奥说，政府正在调查

消防员工会是否与“病假潮”有关
联，如有证据证明存在非法罢工行
为，将把工会告上法庭。如果发现
消防员“装病”，将视为“擅离职
守”并予以内部处分。
政府官员表示，已准备好应对

可能出现的人手不足问题，并号召
已接种疫苗的雇员加班。
人手短缺还波及到环卫部门，

由于环卫工人不足，上周纽约市街
头堆放的大量垃圾无人清理。

卫生专员爱德华·格雷森说，
居民区每天产生大约 1.2 万吨垃
圾，环卫部门上周末安排人手加
班。截至 1日，大量积压的垃圾清
理完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佐

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科罗拉多州
首府丹佛以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
维尔市等地也出现人手短缺导致
的垃圾回收不及时。

乔 颖 （新华社专特稿）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人居家
办公或减少外出社交，视频会议成
为一大沟通方式，结果意外拉动面
部医美市场。

据德新社1日报道，整形外科
医生约尔格·布莱塞参加德国美容
整形外科学会年会时说，2020年春
德国因新冠疫情“封城”后，他明显
感到面部医美市场需求旺盛。世界
各地不少整形外科医生也有同感。

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师协会
数据显示，2020 年英国开始施行
第一轮“封城令”后的数周，随着
视频会议增多，在线咨询医美整形
的男性顾客数量增加 33%，年轻
女性顾客增幅达 66%。

美国面部整形和整形外科学会
一项对整形医生的调查显示，调查
对象中，90%称 2020 年业务量多
于疫情前，83%将其归因于视频会
议的普及。《国际女性皮肤病杂
志》今年早些时候刊载的一项对美
国医美机构的调查显示，56.7%调
查对象发现咨询医美方案的客户
比疫情前有所增加，其中86.4%称客
户寻求医美与视频会议有关；82.7%
调查对象注意到客户自参加视频会

议以来对自己外貌越来越不满。
视频会议引发的面部医美需

求增长势头持续至今年。德国美容
整形外科学会一项调查显示，今年
要求做改善眼部松弛等手术的顾
客人数较往年明显增多。德国美容
整形外科医师协会数据也印证了
这一趋势。
依照布莱塞说法，人们通常感

到自己在视频会议中的“颜值”不
如自拍或镜中形象，这或是面部医
美火爆的一个原因。

美国《面部整形外科学与美
容医学》期刊 2020 年 11 月刊载
的关于视频会议对自我认知影响
的研究报告说，不同于社交媒体的
滤镜处理，视频会议呈现的是未经
编辑处理的人的动态形象，而以往
很少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自
己这一面。加之视频会议为短焦距
拍摄，影像可能会显得人脸更圆、
鼻部更大、眼距更宽。
另外，不同于现实世界人们在

面对面谈话中通常看不到自己的
脸，视频会议中人们会不时看到自
己的脸，难免暗自与其他与会者的
形象进行比较，进而可能导致人们
对自身形象越来越不满，寻求医美
手段改善。

疫情下视频会议增多

面部医美火爆

不打疫苗就停职

纽约多个市政部门“缺人”

●

10月 31 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警察抵达一处枪击案现场展开调查。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