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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野火不受控
八千居民被迫撤离

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南加
州河滨郡消防局表示，郡内爆发
的野火不受控地迅速蔓延，截至
当晚已延烧超过12000英亩，近
8000名居民被迫撤离。截至8月1
日，这场被消防人员称作“苹果大
火”(Apple Fire)的野火已蔓延
12000英亩，火势完全没有得到控
制。 中新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
100年仅出现6次

月亮何时最圆？常听到的
一种说法是“十五的月亮十六
圆”。但是在庚子鼠年的农历六
月里，十五的月亮却是“十四
圆”，最圆时刻出现在8月3日23
时59分。天文专家表示，“十五
的月亮十四圆”这种现象比较
罕见。21世纪这100年中仅会出
现6次。 央视

北京新发地
便民菜市场试营业

北京新发地市场自6月13日
起休市至今，为方便周边居民购
买鲜果鲜菜，建筑面积1000平方
米的新发地便民菜市场于7月28
日起试营业。未来的新发地批发
市场将“批零分开、干湿分离、生
熟分开”。试营业的新发地便民菜
市场位于新发地小学东侧，是在
新发地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基础上
改造而成的。 北京晚报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超过1762万例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
数据，截至欧洲中部夏令时间8月
2日10时25分（北京时间8月2日16
时25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17628109例，累计死亡病例
680354例。 央视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交警队办公区宣布封锁

因发现2名交警感染新冠病
毒，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交警队
办公区2日宣布开始封锁，暂停一
切办公活动。加德满都交警队办
公区位于尼泊尔联邦政府大院
狮子宫的西部，两者之间仅有
一路之隔。加德满都交警发言
人高塔姆介绍说，何时恢复办
公活动会另行通知。现在我们
已经对确诊交警的接触史进行
追踪。对一些与他们有过接触
的交警，我们已经采集了体液样
本送检。目前，包括加德满都交警
队高级警监达卡尔在内的375人
已经被隔离。 中新

柏林数万人游行
未戴口罩被警方驱散

1日，约两万人在德国柏林
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为防范新
冠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因游行
组织方未能依规确保参与者保
持人际距离并佩戴口罩，柏林
警方当天下午驱散了游行。在
德国疫情出现反弹的背景下，
当天的游行遭到了德国卫生部
长、劳动部长等多名政要的批
评。根据警方估算，当天游行参
与者在高峰时达到约两万人，
组织方宣称的参与人数则远高
于这一数字。 中新

留守女孩报考考古专业
北大：愿你找到毕生所爱

近日，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
以文科676分的成绩，报考北京
大学考古专业一事引发热议。8
月2日，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文：
欢迎钟同学报考北京大学～授业
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
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
爱！ 新京报

人物

南非警察部2日证实，从今
年8月1日开始，南非将重新开始
为期六个月的“非法枪支特赦”
行动，此次行动将持续到2021年
1月底结束。此前，南非政府原计
划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期
间实施“非法枪支特赦”行动。警
方希望通过这一行动，让南非公
民将其非法以及多余的枪支交
还给警方，从而使治安环境得到
最大程度改善。 中新

南非重启“非法枪支特赦”
旨在改善治安环境

搬砖小伙考上清华
老板每天加50元工钱

“人狗相撞致人伤残”
两犬主人分别赔11万、3万

7月31日，成都厨师钟科收到
了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人狗相撞
致人伤残”事件终于迎来调解结
果：撞倒钟科的大犬主人谢女士
赔偿钟科11万元，而与大犬追逐
嬉闹的小犬主人胡女士赔偿钟科
3万元。2019年8月17日晚上8时
许，钟科下班骑电瓶车回家，经过
锦江大道高威公园附近时，一大
一小两条狗追逐上了马路，钟科
避让开小狗后，与大狗相撞，摔倒
受伤。 成都商报

“鸟坚强”！被箭刺入数月
海鸥带箭存活正常觅食

近日，英国一家肯德基外，一
只海鸥在吃外面扔的炸鸡和薯
片，但走过的民众却被吓坏，海鸥
的身体上插着一根箭！而早在5月
时，这只海鸥就被民众看到被箭
刺穿身体，近期又被民众目击，有
人相当讶异，表示不懂这只海鸥
是如何存活下来的，佩服其生命
力的顽强，也痛恨作恶者。 中新

由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领衔发起的

“水上移动医院联合研发项目”2
日揭牌，填补灾难应急救援在水
路上的空白，实现灾难医学“水陆
空”立体救援模式。据悉，“水上移
动医院联合研发项目”将充分发
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防汛救
灾中的作用，为上海这座特大型
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中新

上海“水上移动医院”
填补应急救援水路空白

我国每年约有
5 . 7万人死于溺水

据媒体报道，洪涝灾害期间，
多地发生人员溺水死亡事件。当
前又值暑假，青少年溺水事件时
有发生。相关数据显示，溺水是世
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
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
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5 . 7万
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溺水
死亡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
56 . 04%。 光明日报

近日，一名考上清华的“学
霸”小伙暑期在工地打工搬砖
的消息，让网友非常感动。黑龙
江穆棱市第一中学赵桂宁高考
成绩691分被清华大学录取。为
了不给父母增添负担，高考结
束后赵桂宁便到一家建筑工地
打工。工地负责人得知赵桂宁
考上清华后，表示非常开心，决
定每天给他涨50元工钱当作鼓
励。 中新

独自前往西双版纳
南京一大学生失联23天

京津冀异地就医普通门诊
直接结算试点启动

1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出《关
于公布北京市首批开通京津冀
异地就医普通门(急)诊直接结算
业务试点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的
通知》。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
医院等4家三甲综合医院，被纳
入首批京津冀异地就医普通门
(急)诊直接结算试点定点医疗机
构范围。 北京晚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2
日的报道，美海军陆战队演习事
故的搜救工作在历经四十小时
后已宣布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
远征军指挥官认为，失踪的7名
海军陆战队员和1名水兵基本已
无生还可能。当地时间7月31日，
美海军陆战队表示此前一天在
南加州海岸附近进行训练演习
时，一辆有16人乘坐的两栖突击
车突然进水，造成1人死亡、8人
失踪、2人受伤。 央视

美海军演习事故结束搜救
8名失踪者或无生还可能

印度联邦内政部长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
月2日，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
特·沙阿称，他的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已住进医院。据报道，
阿米特·沙阿还表示，希望近期
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士，进行隔
离和新冠病毒检测。 中新

截至8月2日，独自前往西双
版纳的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应
届毕业生李倩月已失联23天。李
倩月的家人告诉记者，李倩月
在失联前曾与男友发生争吵，
此前在社交账号中收藏了西双
版纳州勐海县的景点、酒店等
文章。8月1日，西双版纳州勐海
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勐海警方”回
复记者称，目前警方正在开展调
查取证等工作，“具体细节暂不便
透露，待案件取得进展之后会适
时向社会公布”。 新京报

广东惠来县11人
食用河粉后疑似中毒

8月2日消息，广东揭阳市惠
来县神泉镇发生一起疑似食物中
毒事件。经初步调查，7月28日中
午，神泉镇11位顾客在“石头肠粉
店”食用河粉（俗称“粿条”）后，先
后出现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
症状。目前，已有5人送医治疗（其
中1人经全力抢救、医治无效去世，
2人病情较重，2人病情稳定），另有
6人症状较轻。目前，涉事肠粉店
店主和河粉（粿条）供应商均被控
制。 微信公众号“和畅惠来”

赵一德任陕西省
副省长、代省长

2日下午，陕西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西安召开。
会议经审议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赵一德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的决定和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赵一德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长
的决定，任命赵一德为陕西省副省
长、代省长。 中新

在青海失联女大学生
遗骸已找到，排除他杀

8月1日，青海省格尔木公
安局通报称，7月30日19时40分
许，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清
水河南侧无人区相继发现失联
女大学生黄某某身份证、学生
证及相关随身物品，并在现场
勘 查 发 现 人 体 骨 骼 组 织 ，经
DNA比对为黄某某遗骸。经初
步侦查，排除他杀。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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