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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锁城 伦敦“大逃离”

国际

韩国单日新增病例数创新高
首尔一监狱暴发群聚感染

美食药局调查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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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0日通报，截

至当天0时，韩国较前一天0时新增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确诊病例1097例，累计确诊4.9665

万例，是韩国疫情暴发以来最大单日增幅。

之前纪录为16日报告的1078例。

法务部官员表示，首尔东南部一所监狱

暴发重大疫情，有多达184名的受刑人和1名

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法务部指出，因贪

污受贿等罪名而入狱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

也在该监狱服刑，其病毒检测呈阴性。该拘

留所14名职员于15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韩国防疫部门随即决定对拘留所内的所有

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依据韩国防疫标准，本土病例连续一周

达到800例至1000例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翻番，即可实施3级防疫措施。眼

下，韩国首都圈实施2.5级防疫措施，其他地

方实施2级防疫。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20日做客韩国广

播公司节目时说，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研

发的新冠疫苗将于明年2月或3月起在韩国

接种，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美国莫德纳

公司等研发的疫苗可能要等到3月以后。

丁世均说，政府希望从明年2月起开展

疫苗接种，但现在看来疫苗的具体供应时间

尚不确定。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预计明年初

批准阿斯利康疫苗。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增设四级防控

英国封锁措施突然升级。当地时间12月19

日晚间，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自上周日起对

英国伦敦以及英格兰南部地区实行封锁措施。

此次封锁措施为新的第四级防控，在这

一级别下，所有非必要的商场（包括餐厅、酒

吧、咖啡厅、商场等）、健身房和理发店关闭；

民众被要求待在家里，不得与来自另一个家

庭的人接触；不允许离家过夜或出国度假。而

其他地区人员则被建议，尽量避免进入第四

级限制地区，更不要前往该地区旅行。

另外对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进入四级

防控地区的民众除特殊原因外不允许与家庭

以外人员聚会。而英格兰其他地区，圣诞节期

间允许最多3户家庭的成员聚会。

按照英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指引，在新冠

疫情三级警戒系统中，一到三级分别对应

“中”“高”和“非常高”三种疫情警戒程度及相

应的防控措施。由于疫情不容乐观，英国政府

决定增设第四级。

英国政府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

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7052例，累

计确诊2004219例；新增死亡病例534例，累

计死亡67075例。

英国拉响警报的原因，与近期病毒变异

造成感染率激增的情况紧密相关。在当天的

发 布 会 上 ， 约 翰 逊 表 示 ， 被 命 名 为

“VUI2020/01”的变种毒株于9月中旬出现，

其传播性比原病毒毒株高70%，导致目前英

国东南地区新冠肺炎感染率迅速上升。

而据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

瓦兰斯披露，截至12月，伦敦超过60%的感染

者是由该新变种毒株引起。过去几周，伦敦新

冠病例几乎翻了一番。

伴随着感染病例的激增，英国的医疗系统

也不堪重负。据《卫报》报道，目前在医院接受

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达到1.8万人，比一

周前增加了3000人。英格兰地区越来越多的

医院已经出现病床不足的情况，不得不把病人

转送到其他医院，而且一些手术也被迫取消。

“逃离”伦敦

就在警报拉响后不久，疯狂的一幕幕开

始在伦敦上演。民众或是蜂拥至车站，或是钻

进汽车和出租车，甚至租用车辆，试图在20日

新规生效前“逃离”伦敦。

来自伦敦各大火车站的照片和视频片段

显示，人们成群结队地提着行李箱等火车。有

推特用户写到：“不出所料，火车上挤满了人。

火车站里的公告称，‘由于人流量过大，火车

上将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如果你担心你的

安全，可以尽快下车’。”

这似乎有些讽刺，从7月起，约翰逊就不

断表态称，最迟圣诞节会取消社交距离限制，

但接连不断的疫情高峰期让“封锁禁令”在反

复中延长。就在上周，约翰逊还表示，政府不

会取消圣诞节，且会按计划允许最多3户家庭

在圣诞节前后5天一同聚会，他希望民众可以

过一个快乐的小圣诞。

这一措施曾招致多方批评。两家英国顶

级医学杂志也罕见地联合发表社评，反对政

府为圣诞假期破例放宽限制。《英国医学杂

志》和《卫生服务杂志》批评英国政府作出了

“鲁莽”的决定，是“将让许多人丧命的又一重

大失误”。科学家及医生则警告说，圣诞期间

允许家庭聚会的宽松政策将导致新冠肺炎病

人至少增加4000人。

而现在，数据的激增让英国措手不及，圣

诞假期还是化为了泡影。“我必须怀着沉重的

心情宣布，我们不能按原计划继续过圣诞

节。”约翰逊在发布会上说道，“当病毒改变攻

击方式时，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防御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是全球首个开始大

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12月8日，英国开

始优先接种护理院人员、80岁以上人士以及

一线医护和社会工作者。

而在病毒变异导致的这一轮疫情高峰

后，英国民众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也出现了

上涨。据英国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该国

有大约78%的居民表示，如果将向民众提供

新冠疫苗，他们愿意接种，远远低于12月初调

查时的数据。

对于病毒变异后疫苗会否继续有效的问

题，医药专家赵衡指出，要看疫苗的种类，如果

是灭活疫苗，可能会随着病毒的变异而失效，

如果是类似辉瑞那种有效激发抗体的疫苗，即

便病毒发生变异，可能疫苗还是会有效的。

欧洲“凛冬”已至

内部已经严格管控，但鉴于毒株从9月中

旬就发生了变异，英国方面表示，新变种有可

能已传到国外，目前最迫切工作是确保这一

变种病毒不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根据英格兰首席医疗官ChrisWhitty的

说法，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新毒株可导致

更高的死亡率，正在紧急确认这一点。世卫组

织则表示，英国将继续分享有关这种新冠病

毒新变种的研究信息和分析结果，而世卫组

织也将向会员国和公众提供更多关于此病毒

变种特征和影响方面的最新信息。

事实上，荷兰已经“中招”了。荷兰政府19

日表示，这一病毒株在12月初已在其境内发

现。荷兰政府决定发布针对英国的旅行限制，

要求从12月20日起禁止搭载英国乘客的航班

飞抵荷兰，禁令期限将直至2021年1月1日。

不只是英国，目前整个欧洲的疫情形势

仍在持续恶化，截至北京时间17日23时，欧洲

已成为全球首个新冠死亡病例超50万的地

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被确诊感染，全国确

诊患者和住院患者正在增加；在德国，死亡病

例创新高的同一天，“硬封锁”已经拉开帷幕；

意大利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于18日宣布，决

定在圣诞和新年假期实施“部分封城”措施；

另外，波兰新的措施限制将于2020年12月28

日至2021年1月17日生效；奥地利则决定第三

次实施全面“封锁”措施，从12月26日起生效。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指出，目前，随着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新冠新增患病和死

亡人数出现新高，不少国家甚至已经达到了

医疗卫生体系的极限，加上圣诞假期带来家

庭团聚，造成疫情更大规模的暴发，担心形成

第三波高峰。

在这种情况下，丁纯表示，英国、德国收

紧管控措施是在意料之中的，包括瑞典都在

公开号召戴口罩了，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疫

情现状使各国日益迫近医疗挤兑的危机时

刻。而圣诞团聚无疑会带来接触的增多，传染

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在丁纯看来，从防控疫

情的角度来看，圣诞假期本来放假，可以借这

个机会，通过比较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比往常

更好的隔离效果，不排除像德国、英国等欧洲

国家有这种考虑因素。

对于英欧而言，困境不止如此，“脱欧”谈

判只剩最后十天，双方还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18日最新的消息显示，英欧双方谈判处于“严

峻形势”。约翰逊称，除非欧盟愿意改变其在

渔业问题上的立场，否则不太可能达成协议，

即使没有“脱欧”协议，英国也能繁荣起来。

同一天，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

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说：“这是关键时

刻。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存在，但达成协议的道

路非常狭窄。”

当“抗疫”遇上“硬脱欧”，双方的压力可

想而知。早在12月的最新会议上，欧央行就已

经表态“大放水”，包括将“大流行紧急购买计

划（PEPP）”规模增加5000亿欧元等。

至于英国，高盛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

PeterOppenheimer已经列出了英国经济将

面临的三重考验：由于摩擦打击产出和贸易，

英国GDP增长放缓；随着英镑兑其他货币贬

值，以英镑计算的商品成本上升；消费者实际

收入下降。据彭博社经济部估计，无协议“脱

欧”将让英国的GDP少增长1.5%，欧盟国家的

经济增速将会损失0.3个百分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启动一周，接二

连三的“意外”情况就来了。先是接种后的不

良反应层出不穷，再是多州抱怨获分配的疫

苗比预期要少40%。全新的技术加上过短的

研发时间，本就降低了民众对疫苗的信任程

度，如今接种意外再加上分配出了岔子，很难

不让外界怀疑，期待疫苗拯救经济的想法还

是否现实。

针对疫苗接种的不良反应，美国多个部

门已经做出了反应。当地时间19日，美国《国

会山报》报道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正在调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后的过

敏反应。同一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也表示，对相关新冠疫苗成分过敏的

人群不宜接种该疫苗。不过，对于诸如食品、

宠物等非疫苗成分过敏以及对疫苗轻度过

敏的人群依然可以继续接种。此外，CDC也

建议，在接种新冠疫苗前应咨询医生是否适

合接种。

不良反应可能是过去一周美国新冠疫苗

接种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了。就在CDC发布

提示的两天前，田纳西州一家医院的护士刚

刚在注射同款新冠疫苗不久后，在直播发言

中突然晕倒。本周开始，美国启动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首款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的疫苗是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

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首批接种人群为

医护人员和生活在养老院等长期护理机构

的群体。

田纳西州的情况不是个例。阿拉斯加州

一名医护人员15日在接种这款新冠疫苗后

也出现严重过敏。16日，又一名医护人员在

同一家医院注射同款新冠疫苗后出现不良

反应，被送入急救室。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称，

在美国27.2万次的新冠疫苗接种中，有6次过

敏反应被记载在案。

据美联社报道，FDA的生物制品评估与

研究中心（CBER）负责人彼得·马克斯表示，该

机构尚不确定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的原因，他

认为，获批的两款疫苗都含有一种名为聚乙

二醇（PEG）的化学物质，或是罪魁祸首。但《纽

约时报》则称，该化学物质存在于多款药品

中，包括米拉灵等泻药，很少引起过敏反应。

12月18日，FDA又批准了美国生物技术

企业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

授权申请，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目前，美国

政府正按计划在2021年1月10日前向全美提

供共计2000万剂新冠疫苗。19日，第二款获

批的新冠疫苗开始发往美国各州。

对于引起的不良反应，医药行业独立评

论人谭亚娣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27.2万人

次接种发生6次过敏反应，这个比例不算高，

考虑到过敏性疾病在美国的普遍性，应该说

正常，所以未必会影响到接种意愿。

北京金阳矿业首席分析师蒋舒也对北京

商报记者分析称，公众希望疫苗百分之百的

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属于人之常情，然而从医

学和统计角度只存在高安全系数的疫苗却不

存在百分之百无副作用的疫苗，特别是大规

模人群接种后，从目前来看疫苗引发的不良

反应仍属于较为少数的情形，对于全球复工

复产不会造成重大的倒退作用，但对于金融

市场的情绪则有短期的负面影响。

疫苗接种的不良反应尚未解决，新的问

题却已经来了。当地时间12月19日，特朗普

政府“曲速行动”疫苗项目的首席运营官，美

国陆军上将古斯塔夫·佩尔纳表示，美国多州

抱怨获分配的疫苗比预期少40%是由于沟通

不当导致。他向造成各州官员对疫苗分配的

不解表示歉意。

此前，美国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俄

勒冈州、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州均表示实际新

冠疫苗分配量比预期少约40%。他们普遍认

为，这一举动给各地区分配疫苗的工作增添

了许多不确定性，州政府和当地医院系统提

前规划的疫苗分配计划不得不变动。

一方面是美国疫情的蔓延，另一方面却

是疫苗接种的各种阻碍，美国指望疫苗消灭

疫情，短期可能并不现实，美国经济靠疫苗

复苏可能也要因此打上一个问号。美国劳工

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新增24.5

万个非农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0万个非

农岗位。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

数飙升至创纪录高位，各州正实施新的限制

措施，或将导致更多的失业人口。彭博社称，

2020年底，美国经济可能比年初萎缩近3%。

不过谭亚娣提到，分配问题只会造成某

种饥饿营销的效果，也应该是某些方面考虑

在实践中看接种效果而不想快速铺开接种。

但如果大众接受接种比例低，美国的经济复

苏自然会延缓。但睿资投资俱乐部创办人吴

■则称，新冠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了，美

联储也承诺将长期维持低利率，预计明年美

元将强势回升，不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

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蒋舒认为，目前疫

情下病例数仍在不断增加但是尚没有达到打

断全球复工复产进程的地步，因此即使没有

疫苗带来的乐观预期，全球复工复产进程依

然在进行中，后续经济复苏的重心将从疫情

导致的服务业岗位的迅速回归转为传统经济

周期下失业率的缓慢下降，与疫苗并没有显

著的直接联系。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韩国首尔，医务人员身穿防护服在东部拘留所工作。 CFP/图

当疫苗带着新的希望在全球铺开时， 病毒却用变异的方式再次传播了恐慌。感

染率几乎翻番的现状，让已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英国严阵以待。在原有的新冠疫

情三级警戒系统上，英国增设了第四级防控等级以应对激增的感染趋势，再加上仅

剩十天的“脱欧”谈判，这个圣诞假期对于英国而言可谓难上加难。

英国防控疫情措施变化历程

11月5日起

英格兰地区实施大范

围“禁足”措施。

措施： 民众除上学、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
特别原因外，尽可能
留在家中。

11月26日

英国为多地设定
新冠防控级别，
伦敦和利物浦城
区 等 地 将 进 入

二 级 防 控

级别。

12月16日起

伦敦以及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的部分

城镇正式进入三级防控级别。

措施：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停止营业，只
允许提供外卖送餐等服务； 剧院停止营业；
民众在公园、海滩等地聚集不得超过6人。

病毒变异情况： 已发现超过1000例新

的变异病例。

12月20日起

未来两周内，提升伦敦及周边地区防疫级别

至新增的第四级。

措施：“非必需品”零售店铺、娱乐设施、健身中心
等停止营业；民众应尽可能居家办公；民众不能
随意进出实施四级防控的地区等。
病毒变异情况：过去一周伦敦的新冠感染率几乎

翻了一番，其中近60%是变异毒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