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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由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
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21
日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 标
志着我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
取得重要突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 试验样车
首次进行系统联合调试， 开展了
多种工况下的动态运行试验， 包
括不同轨道梁以及道岔 、 小曲
线、 坡道、 分区切换等， 共完成
200多个试验项点， 对悬浮导向、
测速定位 、 车轨耦合 、 地面牵
引、 车地通信等关键性能进行了
全面测试。

“在多种工况试验条件下，车
辆悬浮导向稳定，运行状态良好，
各项关键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

求，达到设计预期。 ”中车四方股
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说。

丁叁叁说， 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是包含车辆、 牵引供电、 运控
通信、 线路轨道四大系统在内的
强耦合系统 ， 通过样车线路试
验， 可以初步验证动态条件下高
速磁浮各系统间的接口关系和耦
合特性， 为系统及核心部件关键
性能的验证与优化提供支撑。

据了解， 时速600公里高速
磁浮交通系统研发进展顺利， 在
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时， 5辆
编组的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
进中。 按照计划， 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工程样车预计在2020年
底下线， 将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
术和工程化能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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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高级
临床讲师汤姆·温菲尔德认为，地
区、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开展快速、
协调的疫情应对， 在遏制新冠病
毒传播方面非常关键， 具体应对
措施包括有针对性地检测和追
踪、限制社交距离和人员流动等。

目前英国已逐步恢复本国的
“非必需” 零售店铺经营， 小学
部分年级恢复上课， 一些户外景
点、 娱乐设施等重新开放， 但需
有相关措施确保社交距离。 为防
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 英国政府
推出了一项新冠疫情检测和追踪
服务， 内容涉及自我隔离、 预约
检测、 追踪密切接触者等。

针对首都圈聚集性感染事件
频发， 韩国决定无限期延长强化

版 “生活防疫” 举措， 直至首都
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重回个位
数为止。 强化版 “生活防疫” 措
施原计划实施至6月14日， 包括
暂停开放博物馆、 美术馆等公共
设施8000余处， 补习班、 网吧 、
练歌房暂停营业等。

为方便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还要
求民众出入易传播传染病的高危
场所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时， 必须
出示登记身份信息的一次性二维
码， 以便记录访问信息， 违者将
处以高额罚款。

澳大利亚也进入了 “解封”
第二阶段。 为防复工复产后疫情
反弹， 澳政府此前已通过 “国家
新冠疫情安全工作场所原则 ”，

目的是要让澳大利亚人在重返工
作岗位后能够遵守相关规定， 降
低传播风险。 此外， 澳政府强调
要提升三个能力来应对可能出现
的疫情复发： 更广泛的检测和疫
情监控能力、 对病例更强大的追
踪能力、 以及应对局部疫情暴发
时更快的本地响应能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
应对新冠疫情某种程度上将是一
场 “持久战”。 日本政府专家小
组提议， 疫情之下日本民众应该
采取 “新的生活方式”， 在出行、
购物、 娱乐、 用餐等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做好预防病毒扩散的准
备 。 专家还呼吁人们尽量避免
“三密” 环境： “密闭” “密集”
和 “密切接触”。 据新华社

病毒尚未消失 风险仍需警惕
———看各国如何防控新冠疫情反弹

“夏至日环食”来了！
中国公众家门口观看“金指环凌空”

夏日来临， 热浪袭人。 面对
高温 “烤” 验， 许多人奋战在工
作岗位， 用坚守和奉献诠释奋斗
的意义。

道岔是决定列车走向和通行
能力的信号设备， 是铁路的 “咽
喉”。 整治道岔隐患是铁路部门
暑期作业的重点。 在南昌西动车
所外的铁轨上， 南昌高铁维修段
南昌西工电工区副工长张磊带着
工友们顶着高温， 检查整治道岔
隐患。

每天13时至16时没有动车通
行， 是整治设备的最佳时段， 但
也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三个小时
内 要 完 成 好 设 备 整 治 工 作 ，
时 间 紧 、 任务重 。 张磊和工友
们从一组道岔到另一组道岔， 不
一会儿， 橙黄色的工作服就被汗

水浸透。
“长时间、 高强度的使用，

会使列车变换轨道的道岔处于
‘亚健康’ 状态。 尤其现在客流
逐渐回升， 道岔饱受高铁车轮的
挤压后， 特别需要我们信号工及
时检修 ， 确保列车通行安全 。”
张磊说。

高温炙烤着大地， 用电负荷
节节攀升， 为了保障电力运行安
全可靠， 电力作业人员穿上厚厚
的绝缘防护服， 爬上高高的电线
杆， 在户外高温中为百姓守护一
方清凉。

在35千伏长直变电站10千伏
线路 “带电转负荷” 作业现场，
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带电
作业班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紧张的
施工作业。

烈日直晒下， 青岛市劳动模
范、 48岁的带电作业班班长李延
斌身着几十斤重的绝缘服， 在毫
无遮挡的设备旁进行检修， 排查
线路有无破损、 放电现象， 对线
路接点进行一一测温。

“一次作业下来， 就像蒸了
一次桑拿， 全身都是湿的。” 李
延斌说。 自2002年至今， 他带队
执行带电作业6000余次， 高温下
的作业早已是家常便饭。

“你用电， 我用心。” 在浙
江金华， 为了保障老百姓清凉度
夏，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检修班组
运维技术员鲍渊强又到了夏季最
忙碌的时候。

盛夏时分 ， 无论气温有多
高、 工作到多晚， 标准半点不能
降是他们守护线路安全的原则 。

鲍渊强和同事们白天对供电线路
和设备展开巡检， 一一查找安全
隐患。 夜晚零时过后， 等到用电
负荷最小时， 他们才开始检修工
作， 尽最大可能减少电力作业对
百姓用电的影响。

“虽然我们下班晚一点， 但
大家都能享受到电力带来的清
凉。”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鲍渊
强笑着说。

持续高温下 ， 在山东邹平
货运铁路专用线的施工现场 ，
为 了 减 少 疫 情 对 项 目 工 期 的
影 响 ， 中 铁 十 局 的 建 设 者 们
挥 汗 如 雨 ， 坚 守 在 自 己 的 工
作岗位上 。

56岁的张培财， 是施工现场
的一名钢筋工。 他戴着安全帽，
穿着反光背心， 套着厚厚的劳保

手套， 蹲在搭好的钢筋架上， 手
上一拉一勾地绑扎着钢筋， 这个
看似简单的动作一上午就要重复
一千多次。 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
脸颊滑落在钢架上。

这几天温度太高， 为了不影
响施工进度， 作为班组带头人的
张培财， 早上五点半就起床， 收
拾一下后就带人上了工地 。 他
说 ： “中午桥墩上面太阳暴晒
后， 摸一下都烫手啊。 我们早点
起来干活， 中午就可以歇一歇。”
说完这话， 他擦了把汗， 又忙活
起来。

工作辛苦， 但张培财却说：
“辛苦也是快乐的。” 在他看来，
“干好哪一行都不容易， 尽心尽
力就是自己的职责。”

据新华社

高温下，那些奋斗的身影

目前， 一些新冠疫情渐趋缓和的国家已开始放松部分防控措施， 逐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然而， 复工复产的同时全球多地又出现疫情反弹， 新
的聚集性感染事件频发。 专家提醒， 病毒尚未消失， 各国应防微杜渐， 一
旦疫情出现反弹或二次暴发苗头， 应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避免
病毒大规模扩散。 提升疫情监控与协调应对能力、 出台行业卫生标准、 呼
吁民众重视个人防护……多国政府也正在采取相应措施， 严防疫情反扑。

随着各国严格防疫措施放
宽， 多国疫情出现反弹， 新的聚
集性感染事件频发。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居特斯洛县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
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 截至
20日下午， 确诊感染人数已上升
至1029人。

居特斯洛县县长斯文-乔

治·阿登纳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对于当地而言， 此
次疫情 “前所未有”， 但仍有机
会避免实施区域性 “封城”。

近一段时间以来， 韩国首都
圈地区也出现多起聚集性感染事
件，相关场所涉及娱乐场所、物流
仓库、 保健品推销公司和养老院
等地，导致疫情出现小幅反弹。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日前表
示， 鉴于近日多起聚集性感染事
件和一些感染途径不明的确诊病
例集中发生在首都圈并仍在持
续， 有必要做好应对第二波疫情
暴发的准备。

此外， 日本东京都新宿区内
一家夜店近期也发生聚集性感染
事件。

一些国家出现新的聚集性感
染事件， 是不是意味着人们担心
的第二波疫情正在袭来？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
主任迈克尔·瑞安20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 现在还没有对 “第二
波疫情” 的准确定义， 一些地方
新 发 现 的 聚 集 性 感 染 事 件 不
一 定 就意味着第二波疫情 ， 有
可能只是第一波疫情中的又一个
“高峰”。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
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
弗强调， 从某种程度上讲， 为预
防疫情出现反弹， 所有国家都应
做好成为 “疫情震中” 的准备。
研究表明， 相当数量的人群仍然
面临感染风险， 所有国家都应提
高警惕。

法国巴黎圣安托万医院传染
病部门负责人卡里娜·拉孔布表
示， 法国多地疫情已经过去， 但

“我们知道这种疫情有一条尾巴，
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疫情
可能以小规模的暴发重新出现，
重要的是防止其大规模暴发。

德国汉堡大学病毒学专家约
纳斯·施密特-沙纳西特对当地
媒体说， 病毒本身没有消失， 它
能以无症状和轻症方式继续传
播 。 因此 ， 哪里出现疫情就迅
速、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将会
是未来各地首选的防疫策略。

聚集感染频发

病毒尚未消失

严防疫情反弹

新华社电 “来了 ！ 来了 ！
‘天狗’ 开始 ‘吃’ 太阳了！” 21
日14时35分左右 ， 在天津科技
馆， 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通过天文
望远镜一边观测一边大声说道。

21日， 夏至。 当日下午， 一
场 “日环食 ” 天文景观现身天
宇。 本次 “日环食” 的 “食分”
达到了0.99以上， 即太阳整个圆
面有超过99%的面积被遮住， 几
乎接近全食。 这样的 “日环食”
也被称为 “金边日食”。

本次 “日环食”， 我国处在
绝佳的观测位置。 除西藏中部、
四川中部 、 贵州北部 、 湖南中
部、 江西南部、 福建南部和台湾
中部可见环食外， 全国其他地区
可见不同程度的偏食。

当日， 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

天文学会举办了 “夏至遇上日偏
食” 的网络直播活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 食甚和
复圆三个阶段。 在天津地区， 初
亏发生在14时35分， 食甚发生在
15时52分， 17时复圆， 最大食分
为0.6。” 天津科技馆规划拓展部
部长郝志琦介绍说。

当食甚到来时， 杨晓文用相
机进行了拍摄， “日面60%的面
积被月球遮挡了， 看起来就像一
块被咬了一大口的月饼。”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
象，本次“日环食”引起了全国各
地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 记者登
录国内多个天文论坛看到，北京、
贵阳、拉萨、济南、郑州等地的天
文爱好者都对本次“日环食”进行
了观测，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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