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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下午，劳荣枝案
二审庭审结束，将择期宣判。据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介绍，8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至 20 日
下午 6 时 30 分，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劳荣
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上诉
一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
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
劳荣枝及其委托的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劳荣

枝、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围绕
劳荣枝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审量刑是否过重、一审程序
是否违法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
见，劳荣枝进行了最后陈述。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被害
人亲属、上诉人亲属、媒体记
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
群众共80余人以视频方式旁听
了庭审。 据新华社

欧盟监管机构欧洲药品管理局
19 日宣布，鉴于丹麦巴伐利亚北欧
公司生产的猴痘疫苗供应量有限，
欧洲国家可以考虑减小疫苗单次接
种剂量以扩大接种范围，减量接种
对预防感染同样有效。

欧洲药管局建议采用“一拆五”
注射法，即个体接受两次猴痘疫苗
皮内注射，接种间隔约4周，单次接
种剂量为原剂量的五分之一。

欧洲药管局说，鉴于眼下猴痘
疫苗依然紧缺，各国政府或许可以
决定把减量接种作为“临时措施”，

以保护易感群体。
欧盟委员会分管卫生和食品安

全事务的委员斯泰拉·基里亚基季
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欧洲现有猴
痘疫苗供应量下，这一注射法可以
把接种人数扩大至原来的5倍，“确
保有感染风险的民众和医护工作者
更有可能获得疫苗”。

欧洲药管局的注射建议基于一
项对不同剂量猴痘疫苗表现的对照
研究。约 500 名成年人中，接受皮内
注射五分之一剂量疫苗的个体产生
的抗体水平与接受皮下注射原有剂

量疫苗的个体相似。
猴痘疫苗原本需皮下注射。欧

洲药管局提醒，改为皮内注射后，个
体出现红肿、肤色变化可能性更大。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类似注射办法，以扩
大疫苗供应。据美联社报道，拆分疫
苗以扩大供应的做法曾在黄热病和
脊髓灰质炎疫情期间使用过。

美联社认为，欧美药品监管机构
建议“一拆五”接种不同寻常，说明全
球猴痘疫苗极其紧缺。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为扩大接种范围，

目前只允许个体接种一剂猴痘疫苗。
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生产的猴痘

疫苗最初为预防感染天花病毒而研
发。基于实验数据，欧洲药管局7月
批准这款疫苗用于预防猴痘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先前估计，这款疫苗
预防猴痘病毒的有效性为85%。

这家企业预期，今年猴痘疫苗
供应总量有望达1600万剂。

全球 5 月以来报告逾 4 万例猴
痘病例，半数在欧洲。世卫组织7月
23日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新华社

欧洲今年夏天遭遇热浪和
干旱夹击。法国、意大利、奥地
利等国18日又遭暴风雨侵袭，
目前共造成至少13人死亡。

法国科西嘉岛 18 日上午
遭遇暴风雨。据法国媒体报
道，气象部门当天在科西嘉岛
测得最大风速为每小时224公
里。暴风雨已造成至少 6 人死
亡、20 人受伤。全岛数万户家
庭断电。

科西嘉岛北部一家餐厅的
经理塞德里克·博埃尔说：“我
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风雨，
你会觉得这是场热带风暴。”

法 国 内 政 部 长 热 拉 尔
德·达尔马宁视察科西嘉岛
时说，因游船遇险而一度失
联的 350 人已全部找到，所有
人状况良好。

据路透社报道，18日法国
多地的几小时降水量超过最近
数月降水量总和。

法国气象局说，鉴于风暴
登陆具体位置难以预测，没有
发布预警。强风侵袭科西嘉岛

后，气象局宣布该岛进入暴风
雨橙色预警状态，预计19日将
有更多降雨。

意大利南北部地区天气状
况对比鲜明。南部最高气温达
到43摄氏度，北部则遭遇猛烈
暴风雨袭击，托斯卡纳区和威
尼托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8
日，托斯卡纳区有树木被狂风
刮倒，两人被砸身亡，另有4人
受伤。

意大利北部不久前遭遇数
十年来最严重干旱。中小农场
主协会说，近日强降雨带来冰
雹、强风和洪水，导致菜地和果
园受损严重。在利古里亚区，一
些冰雹大若核桃，足以打碎民
宅玻璃。在港口城市热那亚，一
条火车线路被迫关停。

18日下午，暴风雨侵袭奥
地利，有树木被狂风刮倒，导致
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 5 人丧
生。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说，因
电力中断，南部施蒂里亚州和
卡林西亚州大部分地区所有铁
路停运。 据央视新闻

据法新社8月18日报道，
英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抗
议几十年不遇的高通胀使工资
价值空前缩水。

报道称，英国铁路网18日
和 20 日面临着由大罢工引发
的进一步严重中断。在此之前，
这个行业已经在今夏举行了
30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

预计将有数万名员工在
这两天举行罢工，只留下最基
本的铁路服务，这给度假和通
勤者造成严重不便，即便新冠
限制取消后仍有很多人居家
办公。

英国联合工会负责人莎
伦·格雷厄姆说：“在这场生活
成本危机中，我们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就业、薪酬
和生活条件。”

报道称，17日公布的官方
数据显示，英国通胀率超过
10%，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
飞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影响到
无数英国人的生活。

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网站8月9日报道，在英国南安
普敦，20多人聚集在“红烟囱”
轮渡公司外举行罢工。罢工者
抱怨自己的薪水和待遇，但最
令他们饱受折磨的是迅速上涨
的生活成本。一名年轻女子说，
她为了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而
负债累累。一名男子描述了他
看到电表时惊恐万分的心理，
他知道巨额账单即将到来。他
说：“每个人都受够了。”

报道称，对英国而言，高
温干旱、通货膨胀、劳资纠纷、
交通混乱和政治瘫痪一起出
现。这是英国人的一个“不满
之夏”。

通货膨胀是眼下令人们辗
转反侧的原因之一。截至今年
6 月的一年中，消费者价格上
涨了9.4%，主要是受能源批发
市场的推动。

各种各样的商品都变得更
加昂贵。在截至今年 6 月的一
年中，牛奶价格上涨了21%。随
着一些商品价格上涨，另一些
商品则“严重缩水”。行业杂志

《食品商》发现，英国最大超市
乐购的自有品牌即食食品重量
分别从800克减至750克，以及
从450克减至400克。

报道称，产业动荡正在蔓
延，工人谋求自己的收入增长
能够赶上价格上涨的水平，或
者至少确保自己不会落后太
多。今年6月21日，超过4万人
罢工，从而拉开了一系列持续
罢工的序幕。

如果说一些人对薪酬感
到愤怒，那么许多人则对公共
服务状况深感不满。在过去 5
年中，认为可以依靠警察的伦
敦人比例从 79%下降到 57%。
在 6 月，只有 52%的人表示他
们的议会针对居民的关切采
取了行动——这是这项每年
进行 3 次的调查十年来出现
的最低数字。在记者所在的街
道上，人行道边缘的杂草几乎
有两米高。

报道称，英国人或许希望
通过出国来逃避这些问题，
但机场因人手不足而取消了
航班。

与此同时，政府却无所事
事。据报道，刚刚从斯洛文尼亚
度假归来的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又将前往希腊度假。

据央视新闻

猴痘疫苗紧缺 欧盟支持“一拆五”注射法

铁翼突击卷狂飙
——来自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的报告

夏夜，闽南。
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机场，铁翼盘

旋、航灯闪烁。
随着一声令下，数架战鹰直奔目标

空域，一场夜间海上超低空突防飞行训
练拉开序幕。

作为陆军转型建设新质作战力量，
这个陆航旅把习主席视察集团军部队的
特殊关怀化为练兵备战动力，始终把军
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圆满完成多项重
大演训任务，部队全面建设迈上新台阶。

日本国税厅正在征集促进
年轻人饮酒的商业方案，希望
以此扭转酒类税收锐减的局
面。不过一些人认为，不应鼓励
年轻人喝酒。

据彭博社18日报道，日本
国税厅 7 月初发起名为“清酒
万岁”的活动，征集向年轻人推
广日本酒的商业计划。参加该
征集活动者的年龄限制在 20
岁至39岁之间。

参加者最晚须在 9 月 9 日
前提交计划，海外人士也可参
与。日本国税厅定于 11 月 10
日在东京为最佳计划提交者
颁奖。

这一活动在日本社交媒体
引起争议。一些网友说，年轻人

减少饮酒是好事。还有网友说，
这项活动似乎有违日本厚生劳
动省有关适度饮酒的建议。日
本国税厅说，该活动是为了促
进酒类产业，并未鼓励人们过
度饮酒。

由于日本年轻一代饮酒减
少，加上新冠疫情期间酒吧和
餐馆生意受影响，日本近年来
酒类销售税收减少。据彭博社
报道，日本国税厅数据显示，在
2020财政年度，日本酒类销售
税收约为 1.1 万亿日元（约合
5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该财
年所有税收的约 2%，比 2016
年减少 13%。2020 财年被课税
的酒类总计77亿升，比10年前
减少近10%。 据新华社

“06，尾桨失效！”
在某训练空域，随着模拟特情指令下达，机

组成员密切配合处置特情，一架新列装的战鹰旋
转机翼稳稳着陆。

不久前，这型战机列装部队，飞行骨干沈志
江带领多个机组率先改装。他们潜心研究学习，
反复训练论证，大胆试验新训法，新机型从接装
到完成首次演练任务，不足一个月时间。

改革调整以来，这个旅由团扩旅，人员编制、
装备数量都大幅增加，保障要素也更为齐全。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年
来，这个旅围绕先后列装的多种机型主战装备，
精武强能谋打赢。

“我们必须深挖装备作战潜能，实现人与装备
的最佳结合，从而制胜未来战场。”营长方星贤经
过刻苦训练，如今已能熟练驾驶三种主战机型。

现在，这个旅飞行员训练课目数量和训练难
度强度等，都较之前大幅增加，盯着打仗训练成
为部队训练新常态——“一机八绳”实现了机降
作战快降、快打、快撤，陌生岛礁起降锤炼了陌生
岛礁应急救援能力，“直升机不关车热加油”让战
鹰再次出动时间大幅缩短……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
练。”旅副参谋长于嘉宁说，

“体系联合是战场对陆航提出
的新要求。我们融入体系学，
适应体系练，运用体系打，努
力打造智慧铁翼。”

对于体系联合，年轻飞行
员张凌浩深有体会。

去年9月，刚毕业的张凌
浩以列兵身份被安排到战斗
班排跟学跟训。“飞行员为啥
要当步兵？”当初，他不理解这
种安排。

跟随步兵参加多次机降
任务后，张凌浩豁然开朗：“如

果直升机空中悬停不稳，就会
加大机降人员晃动幅度，增加
机降难度；如果选择机降地域
不够隐蔽，机降人员就可能被
袭击，甚至全军覆没……”

近年来，到合成部队当
兵锻炼，到特战部队学习机
降伞降野战生存，到海空军
部队参观见学，邀请各兵种
部队来“神鹰体系讲台”交
流，成为这个旅提高飞行员
体系作战能力的“必修课”。
他们还与多个军兵种单位联
合，一步步打通情报链、指控
链、火力链，对空地协同进行

了深入探索，逐步走出了体
系练兵的新路子。

前不久，一场多兵种联合
演练在某陌生海域拉开序幕。
数十架战鹰根据不同作战功
能，形成一个个随调随用的作
战单元，与地面火炮、雷达等
灵活组成“侦察”“突击”等若
干模块，协同联合实现既定作
战目标。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这
支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
战标兵单位”的铁翼劲旅，正
在打赢路上奋力前行。

据新华社

“临近舰船，要快速建立
着舰航线，不断调整飞行姿
态，注意航速……”

深夜，飞行教室灯火通
明。为了抓好着舰训练，课目
负责教员李叶和参训飞行员，
正在教室复盘讨论研究。

着舰是一个技术含量高、
风险大的课目，但参训飞行员
热情高涨，潜心钻研技战术，
瞄准实战淬火铁翼。

近年来，这个旅将训练重
心向实战延伸、向打赢聚焦，
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带着敌情
飞、瞄准战场练，不断锤炼部

队打仗本领，飞远海、上高原、
降海岛、巡领海，实战化训练
如火如荼展开。

去年年初，一次实弹射
击演练中，飞行员杨浩驾机
还未到达预设最佳射击位
置，指挥员突然导调“敌”情
并下达射击命令。在极限条
件下，他沉着冷静完成目标
锁定、导弹发射。

“战场上，敌人不会等你
射击！”杨浩感慨地说，虽然射
击难度增大，成绩没有以往好
看，但这就是实战要求，必须
练就极限状态下的实战本领。

旅党委把复杂气象作为
锤炼部队飞行作战技能的“磨
刀石”，在充分研判天气的基
础上，组织飞行骨干讲解飞行
要点，合理搭配机组，细化应
急预案，科学大胆组训，提高
飞行员在复杂气象、极端条件
下遂行任务的技战术水平。

近年来，他们先后完成新
型航空弹药试训等30多项重
大任务，涌现出“陆军优秀指
挥军官标兵”李浩波、“一等功
臣”巫文重、“英雄机长”孔祥
辉等一大批练兵备战先进典
型。

锻铸铁翼

淬炼铁翼

赋能铁翼

劳荣枝案二审庭审结束
将择期宣判

暴风雨侵袭欧洲多国
至少13人死亡

罢工连连 国内乱套
英首相竟海外度假

为税收拟促年轻人饮酒
日本国税厅活动引争议

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飞行训练，战机编队依次起飞（2021年4月22日摄） 新华社发

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舰机协同训练（2020年7月16日摄）新华社发

陆军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机降突击课
目训练（2021年7月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