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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曝出野插队冶接种新冠
疫苗后袁 西班牙国防参谋长米格
尔窑安赫尔窑比利亚罗亚 23 日辞
职袁成为近来西班牙类似事件中又
一名下台官员遥

比利亚罗亚现年 63 岁袁 当天
向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窑罗夫莱斯递
交辞呈并获得批准遥

西班牙国防部在声明中没有
明确证实比利亚罗亚已经接种新
冠疫苗袁仅说他野从未有意利用不
当特权袁但这已经损害了军队的形
象和他的个人声誉冶遥

西班牙一家新闻网站 22 日爆
料袁比利亚罗亚及另外多名高级军
官近日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遥国防
部就这一报道发起内部调查袁要求
比利亚罗亚作出解释遥

国防部内部调查确认袁多名军
官不当接种疫苗遥 罗夫莱斯说袁可
能会有更多人辞职遥

在西班牙袁一线医护人员和养
老院中老人和护理人员等人群现
阶段是优先接种群体遥西班牙卫生
部本周宣布袁 下一批接种人群是
80 岁以上老人遥

由于疫苗主要供应商美国辉
瑞制药公司供货不足袁西班牙疫苗
接种进度出现延迟袁一些地区不得
不暂停疫苗接种遥

官员野插队冶接种疫苗袁在西班
牙触发公众愤怒遥 社交媒体上一则
留言写道院野比利亚罗亚将军和你
的同事们袁我的朋友 67 岁袁患阿尔
茨海默病尧 失明袁 我们在等疫苗
噎噎你们更重要吗钥 冶

舆论压力下袁 一些市长尧地
方议员尧 卫生官员和医院院长
辞职或遭解雇遥 不过袁西班牙休
达市卫 生 部 门 主 管 哈 维 尔窑格
雷罗拒绝辞职遥 格雷罗 21 日在
记者会上称自己是野被迫冶接种
疫苗遥 他说院野我本来不愿打疫
苗袁 但我的下属说袁 如果我不
打袁他们就不打噎噎我真的不想
打袁我连流感疫苗都没打袁我不
喜欢疫苗遥 冶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窑桑切斯领
导的工人社会党 22 日发表声明袁
敦促所有野插队冶打疫苗的官员立
即辞职遥议会第二大党人民党高级
成员同样敦促这些官员下台遥

安晓萌

马来西亚院亮灯迎新春

这是 2 月 2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天后宫拍摄的红灯笼遥
当晚袁天后宫举行 2021 农历新年主题制作暨亮灯线上推介礼袁迎接农历牛年的到来遥由于马

来西亚因疫情尚处在行动管制令时期袁本次活动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遥 张纹综摄

山石塌方

加州 1号公路局部“坠海”
美国著名景观公路尧加利福尼亚州 1 号公路部

分路段遭泥石流冲毁袁一部分路面坠入大海遥
加州交通局 1 月 29 日发布声明说袁 事故发生

在加州 1 号公路大瑟尔路段以南 24 公里处遥 冬季
风暴强降水造成当地山体塌方袁 泥石流冲击公路袁
部分路段野完全缺失冶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袁加州交通局 1 月
28 日发现泥石流袁 并紧急联系建筑公司协助抢修遥
加州公路巡警约翰窑耶雷斯当天下午 4 时左右发
现袁当地南向车道已经野坠入海中冶遥 加州交通局和
建筑公司抢修人员 1 月 29 日天亮抵达现场后发
现袁野公路双车道均被冲走冶遥

照片和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袁沿着山崖修建
的加州 1 号公路事故路段出现巨大缺口袁 交通中
断遥 目前尚不清楚何时完成维修遥

加州 1 号公路从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到北部的
旧金山袁沿美国西海岸蜿蜒而行袁途中景色优美袁被
誉为美国最美的公路之一遥

2017 年 5 月 20 日袁1 号公路大瑟尔路段遭遇
大规模山体泥石流袁约 500 米路段被超过百万吨砂
石掩埋袁耗资数千万美元尧历时一年多才完成修复遥

袁 原

不满狱内待遇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凶手告政府

因为不满囚禁期间待遇袁 美国 2013 年波士顿
马拉松爆炸案凶手起诉美国联邦政府遥

美联社 7 日报道袁现年 27 岁的焦哈尔窑察尔纳
耶夫 4 日手写一纸诉状袁声称在科罗拉多州弗洛伦
斯联邦改造监狱服刑期间袁受到野不法尧无理和歧视
性冶对待遥

焦哈尔窑察尔纳耶夫举例说袁 在监狱小卖部买
的白色棒球帽和头巾遭没收袁洗澡受到限制袁每周
只有三次遥 他说袁这加剧了自己的野精神和身体衰
弱冶遥

法院记录显示袁 这一诉讼已由一名法官接手遥
这名法官 5 日说袁诉讼材料不全袁也没有交 402 美
元诉讼费遥

焦哈尔窑察尔纳耶夫和哥哥塔梅尔兰窑察尔纳
耶夫 2013 年 4 月 15 日引爆放置在波士顿马拉松
比赛终点线附近的爆炸装置袁造成三人死亡尧260 多
人受伤遥 塔梅尔兰窑察尔纳耶夫几天后在逃亡途中
与执法人员交火身亡袁 焦哈尔窑察尔纳耶夫被捕后
被判处死刑遥

去年 7 月底袁 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推翻焦哈尔窑
察尔纳耶夫的死刑判决袁 但维持认定其大部分罪
名遥 他仍面临终身监禁遥 联邦政府已向美国最高法
院提出上诉遥 袁原

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
个节气袁每年公历 2 月 3 至 5 日期间袁待
太阳角度达到黄经 315毅时来临遥 今年的
立春将在北京时间 2 月 3 日 22 时 59 分
到来遥

每到立春袁中国民间会用各种方式
庆祝春天的到来袁久而久之流传下来打
春牛尧吃春卷尧贴春联等庆祝佳节的传统
习俗遥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会
在立春之际举行特别的活动庆祝春天的
到来遥

揖悬挂野立春大吉冶牌匾铱
每逢一年初始的立春节气袁日本的

寺庙会按照传统习俗袁在早上将写有野立
春大吉冶的牌匾悬挂在门口以祈求扫除
一整年的厄运遥

为什么这四个字就具有扫除厄运的
功能呢钥

据说是因为野立春大吉冶如果竖着
写袁四个字是左右对称的袁正反面看上去
也都一样遥 将写有野立春大吉冶的牌匾挂
在大门口袁如果有鬼怪进门袁它在牌匾的
背面看到一模一样的字袁就会误以为自
己还没有进到屋子里面袁然后按原路折
返走出去了遥 这样一来袁挂上野立春大
吉冶的牌匾就能阻止鬼怪进屋袁从而起到
扫除厄运的作用遥

揖立春的食物铱
日本民间一般会在立春的前一天

渊即野节分冶冤吃惠方卷遥 这是一种相对较
粗的手卷寿司袁 里面裹有腌葫芦条尧黄
瓜尧鸡蛋尧鳗鱼尧肉松尧香菇等材料袁代表

着七福神遥 吃惠方卷就像把福气卷起来
一口吃掉袁寓意吉祥遥

野立春朝生果子冶 是一种立春当天
早上制作而且按照习俗必须要当天吃
掉的点心遥 以樱饼和莺饼等能够感受春
季气息的点心为主遥 红小豆和年糕也有
去除晦气的寓意袁立春早上做好的大福
也非常吉利袁由于立春大福这几个字蕴
含了野立春大吉冶之意袁所以一直深受欢
迎遥

而最近几年人气比较高的食物是
野立春早酒冶遥 正如其名袁是立春当天早
上刚刚压榨好的新酒遥 大多在节分晚上
用一整夜的时间从醪糟中慢慢压榨袁到
立春早上作为一种吉祥酒来享用遥

此外袁豆腐被认为具有清洁身体的
功效袁所以日本也有吃野立春大吉豆腐冶

的习俗遥

揖立春的野若水冶铱
在日本袁立春当天的清晨从井中打

起来的第一桶水被称之为 野若水冶袁用
于供奉神明尧沏茶以及做饭遥 相传野若
水冶 是古时候皇宫里的主水司在立春
这一天献给天皇的用水遥 不过现在野打
若水冶 已经演变成一项在元旦进行的
传统活动遥

因为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袁是阴
极转阳尧初阳生发之日遥 日本民间也流
传有 野若水冶具有驱散邪气尧重返青春等
特殊功效的传说遥 用野若水冶沏茶并加入
海带结或梅子袁这样做出来的茶也被称
为野福茶冶袁有条件的小伙伴不妨尝试
一下遥 晓桦

立春节气在日本

被曝“插队”接种惹民愤
西班牙军队参谋长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