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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下周一恢复工作
央视新闻 26 日消息，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下周一结束休养，返回
首相府，恢复工作。

约翰逊因感染新冠病毒已经有将近一
个月不能正常工作，他于 3 月 27 日确诊新
冠肺炎， 居家隔离一周后，5 日因症状持续
而住院， 6 日晚因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
室治疗。 4 月 12 日至今，约翰逊出院休养。

此刻正是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刻， 英国进入封锁状态已经一个多月，
除了个人防护装备和病毒检测不足之外，政
府还面临着什么时候解除封锁、如何解除封
锁的问题。

苏格兰政府已经宣布了解除封锁的步
骤和策略，这给内阁官员施加了压力。 卫生
部门希望能在解除封锁之前尽可能地降低
感染率和死亡率，而财政部门则希望能尽快
解除封锁恢复经济活动。

21 日， 约翰逊曾与美国总统举行了电
话会谈，并在本周晚些时候与女王通话。

（央视）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严艺文

24 日小雨连绵，却无法浇灭市
民竞相体验“云道”的热情，不少市
民不惜冒雨穿行观赏， 频频拍照
留念。 作为羊城新景观，“云道”
未来有望成为城市名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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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雕塑公园东门， 沿途的美好体验让
刘女士忍不住点赞：“绿树和草地十分
‘养眼’，步道沿着山腰铺设，走在上面
视野宽阔，整个人的心态轻松了不少，
是生活之余绝佳的休闲放松场所。 ”

不过，据刘女士说，她们一行从越
秀公园走上“云道”，可是费了一番功
夫的。 她们表示，越秀公园内的岔路、
小道很多，但是通向“云道”的方向指
示牌隔了较远的距离才会放置一个。

“我们早前就来越秀公园游玩过，尽管
如此，在方向指示牌数量不足、连续性
不强的情况下，要上到‘云道’还是要
好好摸索一番， 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
游客而言，恐怕就更难了。 ”

按照白云山麓湖越秀山连通工程
的设计初衷，“云道” 的空中部分

是金属结构的景观桥， 其间
点缀着中山纪念堂、越秀

公园、花果山、雕塑
公园、 麓湖等

景 点 ，

各段“云道”即靠上述景点逐一衔接。
由此，如想让打算体验“云道”全程的
游客不会在中途景点中“迷路”，“云
道” 衔接景点内的方向指示就显得极
为重要。

记者在雕塑公园发现， 公园内的
各条主要分叉路口均摆放有用木条临
时搭建的简易方向指示牌， 总体数量
不少于 5 个，为游客指明通往“云道”
的正确路径。 但经下塘西路天桥段进
入麓湖公园后， 类似的方向指示牌就
变得有些少了。 由于麓湖公园内的“云
道”并不具备连续性，不同于越秀公园
到雕塑公园段架设于空中的金属结构
景观桥，麓湖公园的部分“云道”与麓
湖沿岸“绿道”———滨湖木栈道重合。
走到这里，游客也许会产生“‘云道’在
哪？ ”“我还在‘云道’上吗？ ”的困惑。

据“云道”建设管理单位回应，目
前的指示牌是公园临时设置的， 工程
方已根据公园反映的游客指引需求增
加生产指示标牌，包括公厕指示牌、方
向指示牌 （麓湖公园方向和越秀公园

方向）、地点指示牌等。

既然是穿行羊城的“云道”，
自然应该具备道路通行的基本要
求和公共设施条件。 24 日中午，一
位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从雕塑公园
东门处的“云道”入口取道前往越
秀公园，全程随地势上下起伏近一
公里的“云道”，这位妈妈推着婴儿
车一路走来较为顺利。“一个人推
着婴儿车通行可能略显困难，如
果是两个人同行应该问题不大。 ”

“云道”在满足年轻人通行需
求的基础上， 如何进一步满足残
疾人、老年人、携婴妈妈等有特殊
需求人士的无障碍通行呢？ 记者
观察发现， 从雕塑公园东门到越
秀公园东北门之间的“云道”，全
程有不低于 50 级台阶，步梯段均
设置有 80 厘米宽度的慢行辅助
推行坡道，方便婴儿车、轮椅的推
行需要。 此外，其他路段较多利用
缓坡代替台阶。

记者了解到，“云道” 建设管
理单位下一步计划建设花果山驿
站与麓湖公园苗圃驿站，“驿站中
将同步建设老人、残疾人、儿童专
用电梯， 实现花果山到麓湖公园
麓景路段的无障碍通行。 ”

相比 3 个月前主体工程刚刚

完工的情况，眼下“云道”的公共
设施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云道”越秀公园北门段，一座装配
式公厕正在建设中， 工作人员透
露，“有望在五一前落成使用”。

根据“云道”导览图显示，从
中山纪念堂到麓湖公园， 该段沿
线共有 8 个公厕。 不过，记者粗略
统计，实际上，越秀公园内就有不
低于 10 个公厕，雕塑公园内也有
不低于 6 个公厕，游览“云道”的
市民如有三急， 可短暂移步到沿
途公园内解决。

临近“五一”正式开放，为迎
接和服务往来游客，“云道” 沿线
的垃圾桶数目也有增加。 记者统
计发现， 从越秀公园到下塘西路
天桥段， 总共有不低于 6 个垃圾
桶，平均数百米即有一个。

不过， 记者也留意到， 目前
“云道”景观桥段尚无雨棚、座椅供
市民游客遮雨避阳和短坐休息。24
日阵雨过后，不少游客利用公园内
的亭子避雨停留。 对此，“云道”建
设管理单位称，后期计划进一步完
善休息驿站、休息亭廊、厕所、小卖
部等配套设施，以满足游客多方面
的休闲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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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
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本周公布
的最新检测报告显示，早在 2 月
6 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
死亡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 20 多
天。 圣克拉拉县行政长官杰弗
里·史密斯 24 日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目前美国
确认的最早的新冠死亡病例，这
表明新冠病毒早在 1 月、甚至更
早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

该县公共卫生部门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法医部门对 2 月 6 日
和 2 月 17 日该县病逝的两名死
者进行了尸检，他们的组织样本
被送至美国疾控中心，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 该县另一名 3
月 6 日死亡的患者也被确认死
于新冠肺炎。 这 3 名死者均在家
中去世。

声明称， 当时美国新冠病毒
检测能力有限，都只能通过美国
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且疾控中心
规定，仅具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
史且出现具体症状、需寻求治疗
的人才能被检测。 当地卫生部门
官员表示，最早的这两个死亡病
例都没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

史密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
子邮件采访时说：“这些死者很明
显是死于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
这表明新冠病毒至少在 1 月就已
开始在湾区传播， 甚至可能更
早。 ”圣克拉拉县位于加州湾区。

《洛杉矶时报》23 日援引圣
克拉拉县卫生局长莎拉·科迪的
话说， 由于当时正值流感季，加
之检测受限，对新冠病毒的了解
尚处初期阶段，因此死者被误认
为死于流感。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

院教授尼拉杰·苏德在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开始有死亡
病例出现，就表明新冠患者在总人
口中已有相当高的比例，且病毒在
社区已存在较长时间。 他认为，新
冠病毒可能在首例死亡病例发生
前 3 周开始在社区传播。

此前， 美国公布的境内首例
确诊病例 1 月下旬出现在华盛
顿州西雅图地区。 华盛顿州 2 月
29 日报告一例新冠死亡病例，这
是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科迪表示， 新确认的死亡病
例就像“冰山一角”，代表了大量
未被及时发现的新冠病例，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社区传播的严重
程度。她也认为，新冠病毒早在 1
月份就已经在湾区传播了。

她说， 如果能更早开展广泛
检测、记录病毒传播水平，如果
当时就能确认有人死于新冠肺

炎， 就可以更早采取相应措施，
争取更多时间。

加州州长纽瑟姆表示， 已指
示全州法医部门对去年 12 月以
来的死者进行调查，以进一步明确
新冠疫情何时在加州开始蔓延。

《洛杉矶时报》23 日的文章

说，加州法医部门的检测报告为
了解美国最早的新冠病例提供
了“关键信息”，就在卫生官员把
所有精力都放在筛查海外入境
人员及从邮轮上下来的游客时，
新冠疫情就已在社区“静悄悄”
地蔓延。 （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研究
给新冠病毒感染者注射消毒剂引发广泛
争议，也成为社交媒体“推特”上的热议
话题。 但“推特”公司 24 日称，特朗普涉
及消毒剂这段视频不违反“推特”新冠病
毒不实信息的政策。

“推特”一名女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
告诉路透社记者，“推特” 认为特朗普是
表达一种对治疗新冠病毒所致病症的意
愿，并非直接建议人们注射消毒剂。

当天晚些时候，“推特”宣布，已经拦
截标注“注射消毒剂”的话题检索。

特朗普 23 日在每日疫情发布会上
建议研究注射消毒剂的言论在“推特”引
发话题热议，出现“来苏 （一种杀菌剂品
牌）”、“消毒剂”、“别喝消毒剂”、“注射消
毒剂”等话题。

按“推特”新冠不实信息中对伤害的
定义， 违反公共卫生信息权威消息源发
布的指导意见也算在内。 虽然拒绝删视

频，“推特” 删除了一个关于特朗普建议
服用消毒剂的表情。

就特朗普的言论， 医生和卫生专家
警告民众， 不要饮用或注射消毒剂来对
抗新型冠状病毒。 特朗普 24 日将他的消
毒剂言论定性为“讽刺”。 白宫当天早些
时候称，特朗普的话被断章取义，敦促人
们咨询医生寻求治疗新冠病毒的方案。

就一些“推文”夸张模仿特朗普言论
的情况，“推特” 在官方账号中称：“有些

‘推文’实际明显是讽刺或者讨论、报告
新冠相关问题，并非直接呼吁采取行动，
这不违反我们的政策。 ”

路透社解读，“推特” 新冠不实信息政
策还包括， 禁止描述标榜治疗新冠的无效
方法或故意转发误导他人，即使是开玩笑。

“推特”先前说，会有限删除涉及新冠
可导致伤害人们的不实信息， 但不会对每
条包含不全面或有争议内容的“推文”都做
删除处理。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类似注射消毒
剂之类的误导信息、阴谋论的传播，对社
交媒体网站构成压力。

视频分享网站“优兔” 一名发言人
说，“优兔” 不允许任何推广危险治疗方
法的内容，不管发布者是谁。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24
日在一段实况视频中以饮用消毒剂为例说，
这种错误观念就是错误信息的典型例证，
“脸书”将会删除，因为这可导致人身伤害。

杀菌消毒产品“来苏”和“滴露”的制
造商英国利洁时集团 24 日发布声明，警
告消费者不要服用或注射旗下消毒产
品。 这家企业说，因近期的猜测和社交媒
体议论， 已有消费者询问服用消毒剂是
否对研究或治疗新冠有效。

美国环境保护局 23 日警告“脸书”
等 8 家科技企业， 它们的平台正受人利
用，以对抗新冠病毒的噱头推销杀毒剂。

庄北宁（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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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公布最新检测报告，确认全美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发生于 2 月 6 日

新冠病毒至少在1月已在加州传播

“推特”拒删特朗普消毒剂言论视频
专家警告民众，不要饮用或注射消毒剂来对抗新冠病毒

羊城晚报记者
“五一” 前夕再度全
程探访广州“云道”，
发现正在丰富沿线景
观和公共配套设施，
为开放做最后准备

去年 9 月，福建厦门市全长约
23 公里的“空中健康步道”全线贯
通， 将城市景观与自然风景相衔
接，串联起厦门岛中北部重要的生
态节点， 成为知名的网红“打卡
地”。 作为广州的新景观和未来的
城市名片之一，“云道”当然是一条
供市民通行和游玩的“道”， 但或
许，它不该仅仅满足于这一实用的
通行功能，同时也应该在城市文化
形态之“道”上做出更多的拓展。

带儿子上到“云道”游玩的陈
先生观察到， 云道部分路段的两
侧栏杆下安装有彩色的霓虹灯
条，陈先生猜测应该是“为了营造
夜晚景观”。 不过，记者了解到，目

前“云道”的对外开放时间是上午
9 时到下午 17 时， 夜间并不对外
开放， 现场工作人员也表示，“暂
无夜间开放的通知”。

“如果可行的话，整条‘云道’
的设计和延伸能否与相关产业结
合起来，把‘云道’的理念注入城市
发展中去。 ”长期经商的陈先生对
“云道” 的未来十分期待，“作为广
州市民，我们多了一个休闲漫步的
好场所，同时也乐见这座城市新景
观的发展和完善”。

未来，“云道” 在道路的基础
上还可以做哪些更多的延伸？ 广
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
河上班常常路过或取道“云道”，他
也对“云道” 的未来有颇多期望：
“在建筑设计方面，‘云道’ 可结合
白云山的高度向上延伸，还可结合
桥廊设计的理念， 打造出更加多
彩、丰富的通行体验，在理念延伸
方面，‘云道’可结合生态、绿色、健
康等关键词， 形成广州健康出行、
健康建筑、健康城市的理念”。

目前属于临时设置，工程方会按需增加

公厕垃圾桶足够多，后期或建休息驿站

月 16 日 起 ，
广州白云山麓
湖越秀山连通工
程开始实行分时段
预约游玩，经过半个

月的“试玩”后，全长 6.2 公里的广
州“云道”将于“五一”正式开放。

今年 1 月份“云道”全线刚完成建设
工作时，记者走访留意到，“云道”各段的配
套公共设施尚存在亟待完善之处。 4 月 24
日，记者再次回访“云道”发现，相比 3 个月前主
体工程刚完工之时，眼下“云道”的公共配套设施
进一步丰富，沿线周围的景观完善工作也在同步
进行；不过，通行指引、游客体验、日常维护等方
面仍有进步空间。

公共
设施

未来
发展

指引
路标

助推羊城绿色生态，引领城市进步理念

24 日，在纽约一医院外，医院工作人员将尸体搬进殡葬车 新华社发

市市民民在在连连通通越越秀秀公公园园与与花花果果山山公公园园的的云云道道
上上漫漫步步游游赏赏 羊羊城城晚晚报报记记者者 梁梁喻喻 摄摄

一一家家三三口口冒冒雨雨试试走走““云云道道””
徐徐振振天天 摄摄

云云道道开开放放在在即即
再探便民细节

近日 ， 几千只漂亮的栗喉
蜂虎飞临广东省饶平县柘林镇
金狮湾附近筑巢繁殖 ， 吸引了
不少鸟类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
去拍摄。

据林业专家介绍 ， 栗喉蜂
虎是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 、 科学
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保护动物
名录》的鸟类，主要生活在东南
亚一带。 栗喉蜂虎色彩鲜艳，有
酷炫的黑色过眼纹 、 栗红色的
喉部、蓝色的尾翼，飞行时翅膀
下面的羽毛是橙黄色的 ， 在阳

光下全身闪烁着金属般的艳丽
光泽 ， 被誉为 “中国最美丽的
鸟”之一，堪称是“网红鸟”。

据饶平县柘林镇林业站工
作人员介绍 ，栗喉蜂虎每年 4-
6 月份飞来饶平县筑巢繁殖，直
到 7 月份才逐渐离开 。 栗喉蜂
虎对筑巢环境要求很高 。 往年
只有几十只 ， 今年数量达几千
只。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这与饶
平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 加强
鸟类保护有很大的关系。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通讯员 林荫 半光斋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电 国家网信办
近日组织各地网信部门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网络恶意营销账号
专项整治行动。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 3 月以来，部分网络账
号为获取流量和广告进行恶意
营销，有的无中生有造热点，引
发社会恐慌； 有的冒用权威人
士名义，发布谣言误导公众；有
的炮制耸人听闻标题，引发群体
焦虑和不安；有的恶意篡改党史
国史，鼓吹历史虚无；有的诋毁
抹黑英雄烈士， 消解主流价值
观；有的大打色情“擦边球”，影
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有的大搞

“黑公关”敲诈勒索，侵害企业或
个人合法权益。这些恶意营销行
为扰乱了正常网络传播秩序，损
害了广大网民利益，应该予以坚
决打击。

据了解，按照国家网信办统
一部署，近日北京、上海、广东等
地网信部门积极作为， 腾讯、新
浪、今日头条、网易、趣头条等网
站平台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全面
排查平台内网络账号恶意营销
问题， 集中清理相关违法违规
信息， 严肃处理涉及恶意营销
的网络账号。据初步统计，已清
理相关文章6126篇， 关停账号
18576个。

造热点引发社会恐慌，发布谣言误导公众……

1.8万个恶意营销账号被关停

“中国最美丽的鸟鸟鸟鸟鸟”来了
数千栗喉蜂虎飞临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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