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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7月30日电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30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0日6时35分
（北京时间18时35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达到17053700例，累计死亡667693例。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

29日，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440
万例，达4427493例，累计死亡150716例。

美国流行病学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尽管美国确诊和死亡病例高居
全球之首，但美国疫情可能还未到“最糟糕
的阶段”。

统计数据中累计确诊病例数靠前的
国家还有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墨西
哥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
地区数据。

本周，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
和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各自的新冠病毒疫苗
三期临床试验分别启动，两项试验将各招
募 3万名志愿者参与。专家表示，新冠疫
苗将对遏制新冠病毒传播起到有效预防
作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病例超
美国死亡病例破15万 专家称可能还未到“最糟糕的阶段”

穿越寒暑 无问西东
——写在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半年之际

面向未来
一次关乎生存和发展的“大考”

人们必须审慎思考，如何应对这场关乎全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考”。在应对这场全球公
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旧“秩序”还是新常态？
如何走出疫情阴霾？世卫组织明确指出，取

得对新冠疫情的掌控权，任何时候都不晚。负责
任的政府政策是一面，自觉的公民行为是另一面。

人类能否重获往日“自由”？又该如何与大
自然以及大自然中每一位“公民”更加和谐融洽
地相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
书处秘书长伊沃妮·伊格罗说，新冠疫情带来一
个契机，让人类重新审视野生动植物贸易领域
的政策和措施，并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化还是封闭化？
面对疫情，是各自为营有利，还是团结作战有

效？放眼全球，半年的抗疫之战指出了面向未来的答案。
古特雷斯指出，全球范围内“错误信息传播”

愈演愈烈，当前应是一个讲科学、求团结的时刻。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说，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促使我们为了共同利益采取
行动，它契合这个动荡时代的需求。

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
体。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国际
社会唯有共同应对、相互支持、团结协作，才能
最终战胜危机，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新华社日内瓦7月30日电 记者陈俊侠 李叶）

回望半年
一面映照万千的镜子

疫情大流行下，全球经济深陷泥沼。世界
银行6月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是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就业市场
形势严峻，企业倒闭、产业链断裂以及大规模人
口失业之严重程度远超预期。

疫情之下，有人选择弥合分歧、相互支持、团结抗
疫，也有人选择与众人逆向而行、与大义背道而驰。

人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外“甩锅”他国，对内
打压专业人士意见和建议，致使其国内疫情日

益严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感叹，
“无论如何衡量，美国都是做得最糟

糕的国家之一”。
更令全世界哗然和愤怒的是，

在各方携手防控、多国领导人呼吁
团结合作之时，美国政府悍然宣

布将退出世卫组织。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

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
福山指出，美国对此次疫情
的反应非常糟糕，国际威望
严重下滑。

自世界卫生组织1
月30日宣布新冠肺炎
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
来，这场始料未及的疫
情穿越寒暑，仍在全球
范围内加速蔓延。

据世卫组织公布
的最新数据，全球新冠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17053700例，累计死
亡 667693 例。此次
疫情传播速度之快、感
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
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
预期。

疫情给世界带来
巨大冲击，也犹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世间百
态。面对可能要与病
毒较长期共存的现实，
人们越发认识到，唯有
团结协作、在抗击疫情
行动中做到“无问西
东”，才能最终打败共
同的敌人。

“选举时效”

美国此间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大选迫近，
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连串撤军计划和传言都有明
显的“选举时效”，旨在兑现他让“盟友付账”“让美
军士兵回家”“不做世界警察”等选举承诺。

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中旬报道说，美军联
合参谋部重新评估了驻韩美军军力结构，美国防
部已向白宫提交了减少美在韩军事存在的政策
选项，但美政府官员称美方尚未决定是否削减驻
韩美军人数。

埃斯珀此后表示，并未下令要求减少驻韩
美军，但美国各战区司令部的军力调整将继续
进行。

驻韩美军大约有2.85万人。特朗普政府多次
施压韩国，要求其大幅增加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担份
额，引发韩国不满。从1991年至今，美韩先后签署
了10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协定，第10份协定已于

2019年12月31日到期。由于分歧太大，双方
迟迟未能达成第11份协定。

此前，有消息说美国“可能把从德
国撤出的部分美军部署至波兰”，已经

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俄外交部
副部长格鲁什科 6 月底曾表示，俄
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规
定，北约有义务不再追加部署重要
作战部队。必要时，俄罗斯将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俄国防和安全方
面的合法利益。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9 日
电 记者刘品然）

非议颇多

美国单方面削减驻德美军并重新部署驻欧
军队引发美国国内外不少争议。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欧洲事务的威廉·考特尼说，特朗普再次搅
乱了北约同盟关系，这很可能削弱欧洲对美国
安全支持的信任。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发声批评。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
梅嫩德斯在一份声明中称，此举是对美国最紧密盟
友的侮辱。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称此举是

“严重错误”，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利益。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

格尔认为，美方此举将对美军全球和地区
军事地位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将向俄罗斯
发出错误信号。

矛盾凸显

29日，特朗普在白宫再度指责德国不仅“拖
欠北约军费”，还在贸易等问题上占美国便宜。

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德国“拖欠军费”
为由突然宣布将把驻德美军人数减至2.5万人，
事先没有告知德国，也令北约伙伴感到意外。

仅过了一个多月，美国具体撤军计划就已
出炉。根据计划，驻德美军削减后将从目前的
约3.6万人降至约2.4万人。计划撤出的部分美
军将部署至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约
6400人将回到美国。此外，美国欧洲司令部将
从德国迁至比利时，同在德国的美国非洲司令
部未来也将迁至别处。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9 日在五角大楼记
者会上表示，特朗普上月的撤军命令加快了美
军军力调整计划成形的步伐。他说，此次在欧
洲的重新部署计划将有助于“巩固北约能力、增
强对俄罗斯的威慑”，该计划将于数周内开始实
施，或将耗费数十亿美元。

不过，前五角大楼负责欧洲和北约事务的
高级官员詹姆斯·汤森表示，这一切看起来像
是一个战略，实际上是源于特朗普对德国
的敌意。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不断推行“美
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不惜对盟友大
打经济牌、利益牌，美国与更加重视多边
主义的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分歧日益明
显。美德在北约作用、伊核协议、中导条
约、经贸问题、“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以及如何对待国际组织等方面多有矛盾。

美国 29日宣布，计
划从德国撤出近1.2万名
美军并对其进行重新部
署，其中5400名士兵将
部署到其他欧洲国家。
同时将位于德国的美国
欧洲司令部迁至比利时，
同在德国的美国非洲司
令部未来也将迁至别处。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
以来，美国频频在军费分
摊比例问题上施压盟友，
普遍引发盟友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单方
面撤军和重新部署的举
动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
先”与单边主义行为的又
一表现，凸显美国同欧洲
及亚太一些盟友间的关
系裂痕日益拉大。同时，
在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的
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此举
也有明显兑现选举承诺
的考量，而牺牲的则是对
盟友的承诺。

美发射“毅力”号火星车
将探索火星生命迹象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者谭晶晶）美
国“毅力”号火星车30日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
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前往火星寻找可能存在过的
生命迹象。

美国东部时间30日7时50分，“毅力”号火星
车搭乘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5”型火箭
发射升空。如果一切顺利，“毅力”号将于2021年2
月18日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着陆。

韩日贸易争端难解
世贸组织设“专班”

世界贸易组织（WTO）29日决定专门设立一
个争端解决小组，调查韩国与日本的贸易争端。

韩国法院先前裁定多家日本企业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日本政府去年
7月起对日本向韩国出口的3种半导体工业原材
料施行管制，同年8月把韩方排除出可以获得贸
易便利的“白色清单”。韩方认定，日方举措是以
经济手段报复韩方法院裁决，继而采取多项应对
措施，包括诉诸世贸组织。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日前，在德国美军基地的军人准备撤离。 新华社发

计划撤出近1.2万名驻德美军，其中5400名士兵将部署到其他欧洲国家

裂痕加深，美国与盟友 ？

7月30日，一名调查人员在日本福岛县郡山
市发生爆炸的餐馆现场工作。

日本福岛县郡山市一家餐馆30日发生爆炸，
已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消防部门说，餐馆存
放了6个液化石油气罐，其中3个气罐的气阀已
损坏，可能造成了气体泄漏。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事故发生原因。 新华社/美联

日本福岛县郡山市发生爆炸
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

⬆ 德国民众按规定戴口罩
逛超市。 新华社发

⬆ 一名印度女子接受新冠病毒
检测采样。 新华社发 美国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新华社发

关注全球抗疫

聚焦此刻
一场远未结束的疫情

半年前，新冠病毒尚少为人知。如今，新冠
疫情阴影已笼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自联合
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考验。”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截至29日，美国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440万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15万例。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强国，美国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领先的医
疗技术水平，且其疫情全面暴
发晚于亚洲和欧洲，有相对
充分的准备时间和别国防
控经验作为参考。但美国
国内疫情蔓延之快、带来后
果之惨重，令全世界大跌
眼镜。美国政府的“花式
抗疫”行为难辞其咎。专家
们警告，就现在的疫情发展
趋势而言，到11月1日将有
2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

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形势也
不容乐观。欧洲地区自6月陆续

“解封”以来，多国疫情出现反弹。
在非洲，疫情正加速蔓延。在亚
洲，人口大国印度疫情蔓延速
度近来显著加快……

特朗普提出
推迟总统选举可能性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
丁）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提出推迟原定于11月3
日举行的2020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他质疑，以
邮寄选票方式投票可能存在不公正。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2020
年总统选举全部以邮寄选票方式投票，这将是美
国历史上“最不准确、最具欺骗性的”总统选举，将
使美国极其难堪，“能否推迟选举，直至人们能以
适当方式且安全地投票时再举行呢？”

民主党方面立即对特朗普的言论予以抨击。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选举日期、地点和方

式的权力归国会参众两院所有，且国会有权进行
修改，而总统没有这些权力。根据国会于1845年
通过的一项法案，总统选举投票日定在选举年11
月第一个星期二，除非有新的立法出台，这一日期
不得更改。

新冠疫情在美暴发对今年总统选举进程造成
很大影响。自3月以来，多州推迟预选并鼓励选
民以邮寄选票方式投票，以避免人群聚集造成病
毒传播。然而，特朗普屡次表达对邮寄选票方式
的反对，认为此举将导致大量选举欺诈情况，且会
产生对共和党不利的选举结果。

近日，特朗普在白宫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路透

美乌唱罢俄登场
黑海近期军演忙

俄罗斯黑海舰队29日证实，当天开始在黑海
启动军事演习，超过20艘舰艇参加。

由美国和乌克兰军队在黑海主导的“海上微
风-2020”联合军事演习27日结束。按乌克兰国
防部的说法，9国参与演习。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9日报道，俄军这次黑海军
事演习计划展开海上作战、防空和反破坏防御、摧毁
海上及岸上目标的训练。

卫星社报道，20多艘舰艇参加演习，包括“埃
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凯撒库尼科夫”号登陆舰
等。海军航空部队和防空部队的固定翼飞机、直升
机也参加演习。

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向卫星社记者证实，俄
方退回由乌克兰政府递交、涉及俄方黑海军演的
抗议照会。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