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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2月10日晚，美国中西
部及南部地区遭遇至少30场致命龙卷风
的侵袭，造成上百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
称，此次龙卷风或为“美国史上最为严重的
龙卷风灾难之一”。其中，亚马逊公司位于
伊利诺伊州的一个仓库被龙卷风袭击后发
生坍塌，已致至少6名员工丧生。

■ 据外媒报道，龙卷风的来袭与假日
购物旺季“相撞”，亚马逊仓库坍塌事件迅
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仓库遇袭时正值
一批物流配送司机轮班结束，尚不清楚当
时被困仓库的人员数量。与此同时，该公司
制定的“手机禁令”也遭到了外界对其能否
确保员工安全问题的质疑。

发生坍塌的亚马逊仓库

“我们都被吹飞起来了，最后被吹到
邻居家那边。”肯塔基州的一家人在遭遇
龙卷风幸存后说道。据杰基·昆介绍，一
家人当时正在她母亲家，当他们得知龙
卷风正在逼近时，一家人就挤在浴室里
避难。“我们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很惊讶
我们都能活着挺过这场灾难。”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
道格·昆说，“在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办
法保护孩子。”他称最小的婴儿宝宝奥克
琳也在灾难中幸存，因为在龙卷风来临
前，家人们决定将女婴儿用安全带系在

婴儿车内，希望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能
给她多一点保护。“这决定很关键，不然
我们就很难再找到她了。”

道格·昆称自己在龙卷风消退后，凭
借孩子的哭喊声搜寻找到被吹散的家
人，有的孩子还被半埋在瓦砾碎片中。这
对夫妇表示，对一家人都能够幸免于难
感到非常幸运，也很感激。但奥克琳的病
情在一夜之间突然恶化，目前已被送往
医院接受紧急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记者 丁文

据报道，此次龙卷风的来袭正值亚马
逊公司的“交货旺季”。当地时间周日，在
距离被摧毁的亚马逊仓库约15英里的教
堂举行的一场仪式上，牧师奥特内里斯
说：“我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亚马逊的仓
库。我和许多人一样，如果不能在三天内
从亚马逊那收到圣诞礼物，我会很恼火。”

假日购物季期间，亚马逊的在线销售
份额逐日上升。为了保证商品包裹的准时
送达，亚马逊公司的劳动力数量也“达到
高峰”。该公司在这个购物季额外雇佣了
数十万名员工，包括全职员工和承包商。

在快递仓库发生坍塌后，航拍画面显
示废墟下有数十辆货车，其中许多带有亚
马逊的标志，还有一些货车是U-Hauls。

物流配送的承包商有时会租用这些货车，
以满足物流高峰时期的需求。据悉，超过
25万名物流配送司机并不直接为亚马逊
工作，而是受雇于3000多家承包商公司。

物资供应的高峰期也让快递仓库的
救援工作变得复杂起来。爱德华兹维尔当
局表示，截至目前，该快递中心有45名员
工幸存。但当时在该设施里的实际人员数
量“难以”统计，因为其中的一些人员并不
是固定的全职员工。

当地时间周日，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
表示，该快递中心所有班次大约有190名
员工，但她拒绝透露其中有多少是全职员
工。一位员工匿名表示，此次发生事故的
快递仓库只有7名全职员工，大多数年轻

的物流司机都受雇于承包商。据悉，龙卷
风袭击这一快递中心时，正好有一批物流
司机轮班结束。他们正准备从货车卸下包
裹、下班回家，而且合同司机并不需要回
到大楼里打卡。

据统计，亚马逊在美国有近600个快
递配送站。大多数物流司机在一个名为

“送货服务合作伙伴”的项目下为其他公
司工作。亚马逊表示，这种承包安排有助
于支持小企业在其社区内雇佣员工。但行
业顾问和直接参与该计划的亚马逊员工
表示，这一计划也让公司避免了对事故和
其他风险的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记者 胡艺玲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呼吁
联邦政府批准该州重大灾难声明

当地时间12月12日，美国联邦紧
急事务管理署负责人迪安·克里斯维
尔（Deanne Criswell）在记者会上证
实，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An-
dy Beshear）已经提出要求，希望拜登
总统批准肯塔基州的重大灾难声明，
以获得更多联邦政府的援助资源。

因肯塔基州数千名居民受龙卷
风影响正面临住房、食品、水和电力短
缺等问题，拜登已于12月11日宣布肯
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在11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贝希尔称，肯塔基州因龙卷
风灾害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100人。

梅菲尔德市灾区实施宵禁
几乎全城断电

当地时间12月12日，美国肯塔基
州梅菲尔德市在当天19时开始对受
灾地区实行宵禁，几乎全城处于断电
状态。

目前，梅菲尔德大部分房屋受损
的灾民已经得到安置，部分房屋没有
遭到损坏的居民还是待在家中。

当地夜间室外气温已经降至零
摄氏度以下，寒冷的夜晚对于失去电
力供应的居民们来说会很难熬。

蜡烛厂方面称
该厂死亡人数下调

肯塔基州梅菲尔德市的一家蜡
烛工厂在龙卷风来袭时严重受损。据
悉，目前该工厂内已确认8人死亡、8
人失踪。同时，蜡烛厂方面表示已经
找了90多人。这是目前蜡烛厂方面的
表态，并不是来自州政府官方消息。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在当地时间12
月11日曾表示，当时在工厂工作的约
110人中只有40人获救，“如果在工厂里
发现其他人还活着，那将是一个奇迹。”

南非总统府12日晚发表声明
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在接受
治疗并进行自我隔离。

声明说，拉马福萨当天早些时
候在开普敦参加为前总统德克勒
克举行的追悼仪式后感到不适。随
后他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拉马福萨已接种过新冠疫苗，
目前症状轻微，精神状态良好。

声明说，拉马福萨正在接受治
疗并进行自我隔离，下周将由副总
统马布扎代行总统职责。拉马福萨
在声明中说，他的感染是对南非所
有人的一个警示，所有民众都应接
种新冠疫苗并保持警惕。

根据声明，拉马福萨近日对尼
日利亚、科特迪瓦等4个西非国家
进行了访问。拉马福萨和代表团成
员在访问期间和返回南非后接受
过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当天
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南
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035例，累
计确诊3167497例；新增死亡病例
21例，累计死亡90137例。截至目
前，南非已接种新冠疫苗超过
2709万剂，超过1816万人已接种
至少一剂疫苗。 据新华社

13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
发言人徐伟表示，近日美国多个州遭
遇严重龙卷风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对此，中方表示深切
慰问并愿根据美方需要向受灾民众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帮助。 央视新闻

国合署：
中方愿向美受灾民众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帮助

当地时间11日，为确保“长赐”
号货轮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其通行前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埃及《金字塔报》网站报道，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还指派了两名
经验丰富的苏伊士运河向导和两
艘拖船，全程陪同“长赐”号货轮在

运河中航行；埃及红海南部舰队也
陪同“长赐”号货轮10小时。最终，
该货轮于当地时间12日14时进入
地中海。

今年3月，悬挂巴拿马国旗的
重型货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
新航道搁浅，造成航道堵塞，引起
全球关注。

此次是该货轮在阻塞苏伊士运
河航道后第二次穿越该运河。据彭
博社此前报道，“长赐”号货轮的目
的地为荷兰阿姆斯特丹。该货轮接
近满载，吃水接近其最大限度16米。

段子手“挖掘机小哥”
与网民互动欢乐

“长赐”号货轮3月在苏伊士运
河新航道搁浅时，运河管理局调来
了挖掘机等设备在岸上开挖河岸。
一名开挖掘机的小哥开通了社交

媒体账号，因为诙谐幽默地与网民
分享其工作进度而走红网络。此次

“长赐”号货轮再次通过苏伊士运
河，“挖掘机小哥”也不忘在社交媒
体上与网民互动，还得到了不少风
趣回应。

12月11日，“挖掘机小哥”在社
交媒体发文称，“落针可闻（Pin-
drop silence）”，并配有“长赐”号货
轮通行运河的示意图，表达他对此
事的关心。网民则回复“你在等紧
急呼叫吗？”“祝成功”等等。

12月12日，“长赐”号货轮顺利
通过苏伊士运河，“挖掘机小哥”再
次发文称：“表演结束了，朋友们。
这儿没啥可看的了。”对此，网民幽
默地表示：“我感到有点失望，这样
做是不是不太对？”还有网民说：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一艘通过苏
伊士运河的船如此上心。”

“长赐”号搁浅苏伊士
驶离过程一波三折

今年3月23日，“长赐”号货轮
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经救
援，搁浅货轮3月29日成功起浮脱
浅。由于船东拖延缴纳赔偿款，埃
及伊斯梅利亚经济法院于4月批准
扣留该货轮。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4月要求
“长赐”号货轮船东一次性赔偿
9.16亿美元，随后决定将索赔金额
降至5.5亿美元。

5月30日，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公布“长赐”号货轮搁浅事故调查
结果，认定货轮船长应对搁浅事故
负责。

7月7日，“长赐”号货轮正式驶
离苏伊士运河。

据央视新闻

南非总统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

“长赐”号再过苏伊士运河 这回找向导配“保镖”

那个火出圈的“挖掘机小哥”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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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日晚上8点27分，伊利诺
伊州爱德华兹维尔市的应急管理机构报
告称，龙卷风的袭击造成亚马逊快递仓库
的部分屋顶坍塌。一位名叫哈里斯的司机
在送完一车的快递包裹后，在快递站听到
了一声巨响，“我看到风在刮，碎片飞得到
处都是，感觉地板要脱离地面了。人们不
断在尖叫，灯也灭了。”

当局表示，此次坍塌事件的六名受害
者年龄从26岁到62岁不等。但有报道称，
这家零售巨头公司并非首次有员工死于
恶劣天气事件。早在2018年，该公司位于
巴尔的摩的一个仓库里有两名工人丧生

于一场猛烈的风暴。
尽管亚马逊声称该公司的设施是“根

据当地天气条件”设计的，但有关员工是否
能及时收到恶劣天气预警的质疑引发热
议。坍塌事件发生后，据一名受害员工的母
亲说，在龙卷风袭击前曾警告儿子“赶紧去
避难”，但他只是回答“要先去警告那些不
知道龙卷风即将到来的同事们”。

一名在附近的亚马逊快递仓库工作的
员工透露，亚马逊有时要求员工在工作时
将手机放在车里或储物柜里，而这次坍塌
事件让人怀疑公司规定是否足以确保员工
的安全。“在发生这次伤亡事件后，我绝不

可能指望亚马逊来保证我的安全。如果他
们禁止随身携带手机，我就辞职。”这位员
工匿名表示，公司的“手机禁令”可能导致
员工无法及时知晓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

在快递仓库坍塌事件发生后，亚马逊
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周六表示感到“心
碎”，但他同时也强调“至少仓库里的一些
人能够与外界取得联系”。报道称，在此次
龙卷风来袭之际，亚马逊公司员工和物流
司机被允许携带手机。亚马逊发言人南特
尔表示，在龙卷风袭击该快递仓库前11分
钟时，警报声就已经响起，帮助一些员工
前往指定的避难地点。

一条手机禁令可能导致员工遇难

龙卷风与“交货旺季”相撞 令救援工作变得复杂

““我们我们都被吹飞了都被吹飞了””

一家五口吹落邻居家后幸存
女婴系安全带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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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进展

杰基·昆在脸书上发文称一家人在龙
卷风中幸存

“长赐”号货轮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一名官员
11日说，埃及政府十年来索回大
约3万件遭偷运出境的文物。

沙班·阿卜杜勒-贾瓦德当
天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说，他所
领导追索流失文物的部门正在追
踪“全世界的（文物）拍卖和网络
售卖”。

“2011 年以来，埃及政府成
功索回 29300 件文物。”他说，仅
今年，埃方就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的圣经博物馆索回 5300 件遭走
私的古埃及文物。

这名官员说，埃及政府将遭
走私文物登记在册，正在持续追
索；索回文物首先接受修复，然后
在博物馆展出。

据埃及政府统计，遭走私的
古埃及文物中，95%系盗掘出土。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今年初宣
布，经过与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
门大约 5 年的谈判，埃方从美国
索回大约5000件文物，并将这批
文物运抵埃及首都开罗。

埃方当时说，这些文物遭盗
掘出土、偷运出境，后流入圣经博
物馆，今后将由位于开罗的科普
特博物馆收藏。 据新华社

埃及政府十年来
索回约3万件文物

韩国打算近期推出一个试点
项目，借助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
技术以及数以千计监控摄像头追
踪新冠病毒感染者。

路透社13日以韩国京畿道富
川市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
个试点项目受国家资助，计划明
年1月在人口稠密的富川市展开。

根据富川市政府向韩国科学
技术信息通信部提交的一份商业
计划书，富川市将借助人工智能
算法和人脸识别技术分析10820
多个监控摄像头收集的画面，追
踪感染者活动轨迹及其密切接触
者，并确认他们是否戴口罩。

这一追踪系统可在5至10分钟
内同时追踪至多10人，而动用人力
追踪一人需花费半小时至一小时。

部分议员担忧政府会保留人
脸识别数据并用于病例追踪以外
用途。富川市政府官员说，不必有
隐私方面的顾虑，因为系统会给
非追踪对象面部打上马赛克。

据新华社

韩国尝试用
“人脸识别”追踪新冠病例

美国龙卷风撞上亚马逊交货旺季

一条“手机禁令”引争议
“不让带手机恐无法及时知晓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

英国电影学会数据显示，去
年10月至今年9月，英国境内电视
制作费用达到41.4亿英镑（约合
348.9亿元人民币），创新高，接近
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两倍。

上述费用包括英国电视频
道在《神秘博士》《设得兰谜案》
等电视剧上的投入和流媒体平
台即将上映的节目，如苹果TV+
的《埃塞克斯之蛇》、“迪士尼+”
的《安多》和奈飞的新一季《布里
奇顿》。

英国电影学会说，美国奈飞
公司2020年耗资7.4亿英镑（62亿
元人民币）在英国制作了60个电
视节目和电影。奈飞最近宣布，计
划把它在英国电影制片厂“谢珀
顿工作室”所设的制作中心面积
扩大一倍。

学会会长本·罗伯特认为，英
国影视业“比几乎所有产业更快
地恢复过来”。 据新华社

英国电视制作变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