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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日报告新增新冠病例超5.7万再创新高，疫情严峻、分裂加剧

今年美国“生日”不快乐

7月4日是美国独
立日。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网站当天公布
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57718
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尽管疫情形势严
峻，美国总统特朗普依
然在 3日和 4日连续
两天举行庆祝活动，并
在演讲中淡化疫情影
响、抨击美国国内的移
除雕像风潮，为自己竞
选连任造势。分析人
士认为，随着总统选举
临近，党派斗争日益激
烈，加之疫情和种族问
题的双重打击，美国社
会分裂进一步加剧。

特朗普4日晚在白宫发表独立日
演讲，其中谈及疫情的篇幅并不多。
他称美国抗疫取得了“许多进展”，重
申病例激增是“大规模检测”的结果，
而“99%的病例完全无害”。特朗普
还表示，美国也许“远不用等到年底”
就会研制出新冠疫苗或药物。

此前，特朗普已于3日在俗称“总
统山”的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峰国家

纪念碑脚下发表演说，几乎未提疫
情。当天有数千人参会，相互间没有
保持社交距离，也鲜有人佩戴口罩。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球疫情最严
重的国家，且疫情有再度加剧的趋
势。美国疾控中心4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3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57718例，这也是进入7月以来连续
第三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
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逾
283.9万例，死亡病例逾12.9万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卫生
记者桑贾伊·古普塔4日发表文章
说，从美国疫情形势来看，现在还远
没到庆祝的时候。他认为，美国部分
地区存在疫情失控风险，美国应当对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反思。

特朗普4日独立日演讲的一大重点是抨
击“激进左翼”。他批评当前美国各地移除内
战时期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纪念物及历史
人物雕像的风潮，称那些人是“愤怒的暴徒”，
表示要保护美国历史遗产和生活方式。这与
他3日在“总统山”下的讲话相呼应。

过去一个多月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
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一事
在美国引发持续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各地随
之掀起移除历史人物雕像等纪念物的风潮。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社会因种族歧视
等问题而分裂加剧之际，特朗普仍不断发表
措辞激烈的言论，这种做法意在吸引更多保
守派选民，为他竞选连任造势。

近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特
朗普民调支持率落后于拜登，且差距在继
续拉大。现在距离11月初的美国总统选举
投票日仅有约4个月时间。随着大选日益
临近，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争斗将更加激
烈，从疫情到种族问题都将继续成为双方
相互攻击的武器。

对于特朗普的“总统山”演讲，已锁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拜登竞选团队
批评说，特朗普政府置新冠患者、失业者
和美国宪法于不顾，让美国付出了残酷代
价。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回击，指责拜登是

“挑起文化战争的左翼暴徒”的同盟。双
方口水战愈演愈烈，都试图利用独立日的
机会吸引选民支持。

（新华社华盛顿7月4日电 记者邓仙
来 孙丁 徐剑梅）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 4 日 10 时（北京时间 4 日 16
时），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
首次超过20万例，创下新高。

世卫组织4日数据显示，全球范

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12326例，目前全球累计病例数超
过1092万例，死亡病例数超过52万
例。美洲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区域，
确诊病例数超过557万例，占全球确
诊病例总数的约一半；其次是欧洲，

确诊病例数超过275万例。美国是
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后累计病
例数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俄罗斯、
印度、秘鲁、智利等。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
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日晚，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83.9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2.9万例，均为全
球最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
示，尽管许多国家取得了一些抗疫进
展，但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实际上正

在加速蔓延。
各国专家认为，现在离通过疫

苗获得免疫力尚远，病毒还将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与人们共存。面对疫
情，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防控仍
然是关键。

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病例首超20万

特朗普淡化疫情

独立日演讲抨击左翼

7月4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海滩游玩。 新华社/法新
印度北部46人因雷击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5日电（记者姜磊）据
新德里电视台网站5日报道，印度北部近日遭遇
雷电暴雨天气。北方邦4日有23人因雷击死亡、
29人受伤，大部分遇难者是在稻田里劳动或在树
下躲雨的农民。

这家网站4日晚间曾报道，同样位于北部的
比哈尔邦4日也有23人死于雷击。

另据《印度斯坦时报》5日报道，自5月15日
以来，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已有315人遭受雷击死
亡。6月25日和7月2日，仅比哈尔邦就分别有
92人和26人死于雷击。

印度每年6月至9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
天气频发，雷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7月5日电（记者王
守宝）埃塞俄比亚警方4日晚说，因该国知名歌手
遭枪杀引发的冲突已导致166人死亡，其中包括
11名埃塞安全部队人员。

6月29日晚，埃塞俄比亚奥罗莫族知名歌手哈
恰卢·洪德萨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遭枪击身亡，哈恰
卢的支持者在首都及奥罗米亚州等地发起游行示威
活动，并伴有打砸等暴力行为，引发埃塞安全部队和
示威者之间的冲突。6月30日，双方再次爆发冲突。

奥罗米亚州警察局副局长吉尔马·格兰4日
晚向媒体表示，因歌手哈恰卢遭枪杀引发的冲突
在奥罗米亚州导致156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安
全部队人员。亚的斯亚贝巴警方2日表示，亚的
斯亚贝巴有10人在冲突中死亡。

埃塞俄比亚歌手死亡
引发冲突致166人死亡

受暴雨天气影响，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4日
以来出现河流泛滥、山体塌方等自然灾害，已造成
20人死亡，另有14人心肺功能停止，14人失踪。

图为一名男子站在日本熊本县人吉市暴雨过
后的街道上。 新华社/美联

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
强降雨致死至少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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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旅文厅获
悉，海南省乒乓球队选手林诗栋入选
了国家集训队，他将随国家乒乓球一
队和二队在陵水集训两个月。这是
15岁的林诗栋第一次入选国家乒乓
球集训队。

林诗栋是国内近几年冉冉升起
的一颗乒乓球新星。林诗栋出生在

儋州，他的乒乓球启蒙在三亚南燕乒
乓球俱乐部。2015年，10岁的林诗
栋正式加盟海南省乒乓球队。在海
南省乒乓球队教练李蒙的训练下，林
诗栋的技术和成绩提高很快，2018年
和2019年，他“以小打大”代表国家少
年队参加了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
并夺得了两次男子团体冠军和两次
个人单打亚军的好成绩。2019年 9

月，14岁的林诗栋代表中国队出战
2019国际乒联-亚洲乒联亚洲锦标
赛，获得U15男团、男双冠军，U15男
单季军。

在国内乒乓球界，林诗栋属于15
岁组球员中的佼佼者。海南队教练
透露，从今年2月初一直到5月初，林
诗栋一直在队内进行封闭训练，每天
训练6个小时。

中国乒乓球队于6月中旬从澳门抵
达广州，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隔离
并训练。这期间，男队的训练重点是恢
复强化体能。中国乒乓球队将于7月上
旬在海南陵水重新集结，将展开一二队
升降级比赛，同时备战下半年赛事。

据了解，国乒队员们抵达陵水后
首先要隔离进行核酸检测，确保安全
之后再进入基地中。目前，中国乒乓

球队正积极准备8月初在陵水举办一
场奥运模拟赛。这项比赛会完全模
拟奥运会的赛制、抽签、对抗和节
奏。由于国乒球员很长时间没有参
加国际比赛了，球队要通过这样高质
量的比赛检验一下前段时间训练及
相关情况，通过实战的演练才能够发
现和研究问题，以便教练组在后续备
战中解决这些问题。

海南选手林诗栋入选国乒集训队
7月上旬赴陵水训练

文昌举行歌手大赛
本报文城7月5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

良策）为丰富文昌群众的文化生活，活跃文化氛围，提
升才艺交流水平，首届文昌市航天国际影视中心金盾
椰乡杯歌手大赛决赛7月4日晚在文昌举行。

经过前期紧张的筹备、初赛、复赛阶段，最终
共有25位选手入围决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的演唱或抒情柔美，或动感
十足，他们展示出的真实水平，使每首歌曲都别具
一番风味。选手们精彩的表现和美妙的歌声也引
起了观众的共鸣，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

经过激烈比拼，周政辉斩获本次金盾椰乡杯
歌手大赛冠军，曾广泰、吴彦霖获得亚军，黄文宛、
张法刚、王晓芸获得季军，林圣明、梅智运、醒觉.
声组合、张起伟、晓帅、李涵青荣获优秀歌手奖，王
晓芸、黄文宛、邢益伟获得人气奖。

本次比赛由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
导，文昌市航天国际影视中心、海南省金盾影视文
化演艺有限公司主办。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CBA
复赛第一阶段收官，由于疫情原因，
联盟20支球队有11支“全华班”出
战，越来越多的本土球员开始担起
球队重任，惊艳表现层出不穷。外
援在各队的存在也更加“理性”，如
广东队的威姆斯、北京队的林书豪
等，并没有一味地追求数据爆炸，而
是更好地融入了球队体系，成为球
队流畅运转的关键一环。

易建联依旧“老辣”，是广东队
复赛第一阶段8战全胜、继续领跑联
盟的“定海神针”。与此同时，易建
联也在不断书写着自己的里程碑，
他先是超越唐正东成为CBA常规
赛篮板王，又在与北控的比赛中超
越刘炜成为常规赛得分王。

中生代球员逐渐成为球队的中
流砥柱。复赛以来，福建当家球星
王哲林展现了内线的恐怖杀伤力，
场均得到26.5分和11.9个篮板，4场
比赛砍下30+，成为联盟最有统治
力的本土内线之一。新疆内线周琦

展现出了“大魔王”的本领，第一阶
段带领球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8
战6胜，稳居积分榜第二。

新生代球员更是你追我赶，浙
江稠州“双子星”程帅澎和朱旭航，
吉林“状元郎”姜宇星，来自CUBA
的四川队助攻王袁堂文等年轻球员
也都让人眼前一亮。

复赛以来崛起势头最猛的当属
浙江广厦。快速冲击、压迫防守，

“全华班”的广厦持续惊艳，其中当
以广厦“三少”孙铭徽、胡金秋和赵
岩昊为代表。孙铭徽在广厦主帅李
春江的磨炼下愈发成熟，进步肉眼
可见，成长为球队后场的绝对核
心。第一阶段场均19分，另有9.4
次助攻，在与青岛一战中，孙铭徽为
广厦送出16次助攻，并在随后击败
辽宁的比赛中砍下34分。1997年
出生的小将胡金秋场均得到 25.4
分，更是在与上海一战中轰下 38
分，命中率高达 74%，并当选了
CBA最新一期的月最佳球员。与胡

金秋同年的赵岩昊也逐渐挑起了球
队重担，场均为广厦输出13.8分。

目前，12名在国内的外援代表
9支球队出战，他们不仅在得分上发
挥了作用，在串联球队、激发国内球
员战斗力方面也做出不小贡献。

福建复赛以来的黑马态势，既得
益于王哲林等国内球员的稳定表现，
也要归功于外援劳森的“穿针引线”。

本土唱主角
外援更合理

——CBA复赛第一阶段球员盘点

本报海口7月5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20年“硕克杯”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冠军联赛U13男子组的比赛
4日晚上在省裕东青训基地收兵。
比赛进行得一波三折，最终，海南中
海队和琼中男足队80分钟内战成
0：0。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中
海队球员顶住巨大压力，以6：5险胜
琼中男足，夺得了冠军。琼中男足队
屈居亚军。在季军争夺战中，德恒队
6：3战胜了众量体育队夺得季军，众
量体育队获得第4名。

决赛开赛后，中海队实行全场紧
逼战术，抢得琼中男足队一度手忙脚
乱。本场比赛天公也不作美，开赛后
下起了瓢泼大雨，给两队的小球员造
成了很大的麻烦。好在裕东足球场
的排水功能很好，草坪没有积水，没

有影响两队“小快灵”战术的发挥。
上半场前25分钟，中海队多次

将球攻到前场，并创造了在禁区内射
门的机会。上半场第20分钟，琼中
队走马换将，一口气换了两名球员。
上半场中海队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
和对手展开对攻，上半场40分钟结
束，两队战成0：0。

下半场，中海队门将表现相当出
色，几次扑出了琼中队很有威胁的
射门。最终，80分钟比赛战罢，两队
战成0：0，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
战中，中海队以6：5险胜对手。

赛后，海南中海U13队教练梁子
成说，中海队点球大战战胜琼中队主
要原因在于运气好和心态较为平和。
梁子成曾是中国香港代表队球员，参
加过亚洲杯足球赛。

省青少年足球冠军杯赛男子U13组收兵

中海队险胜琼中队夺冠

中
海
队
夺
冠
后
合
影
。

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
“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开幕

新华社上海7月5日电（记者王辰阳 许东
远）我国首个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中国航海博
物馆5日迎来开馆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以航海
火器为主题的文物展览“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开
幕，多种珍贵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

据介绍，“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作为中国航
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特展，荟萃了馆藏的130余
件（套）展品，展览分为“火器溯源”“威名世界”“中
外合流”“曲折发展”“走向复兴”五个部分，从多角
度展示我国航海火器历史面貌和航海科技的发展
历程，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

策展人李学茂介绍，在展文物既有元代“至正
元年造”铭文铜手铳等古代珍贵文物，也有展示当
代国防建设成果的“辽宁舰”模型。此外，北洋海
军成军纪念金杯、金牌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此外，中国航海博物馆和泮庐集团5日签署
了“泰兴号”沉船回流瓷器捐赠备忘录，后者将于
今年下半年向前者捐赠回流瓷器100件。“泰兴
号”沉船是清代道光年间沉没于今印度尼西亚附
近海域的一艘中国商船，船货以清中晚期民窑青
花瓷器为主。该沉船被国外商业团队打捞后，出
水文物在国际市场拍卖出售。泮庐集团2018年
从海外购回10万余件该沉船出水瓷器，2019年
曾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190余件瓷器。这批
瓷器对研究我国对外海洋贸易情况、海上丝绸之
路航线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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