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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命的拷问的拷问
美国美国新冠之殇新冠之殇

国际时评

9月16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
务部宣布，分管公关事务的助理部
长迈克尔·卡普托休假60天。此
前，卡普托被媒体曝光企图干预美
国疾控中心发表涉及疫情数据的报
告，后又在社交媒体上信口开河，指
责疾控中心纵容学者组建“抵抗势
力”企图影响大选，结果引发抗议并
被迫道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随后

宣布了其“休假”消息。英国《金融
时报》分析，此事显示美国卫生系统
内不懂科学的高官与医学专业人士
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对病毒危害轻描淡写，抗拒公
开场合戴口罩，无视证据与专业知
识，信口开河发表虚假信息，将科学
问题政治化……部分美国政客在疫
情中的反智表演，不仅加剧了疫情

管控难度，也对美国社会的反智、反
科学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着175年历史的《科学美国
人》杂志在其10月号网络版上发表
社论指出，虽然疫情会给所有国家
带来压力，但白宫“拒绝接受证据和
公共卫生措施的做法”在美国“是灾
难性的”。白宫排斥证据和科学，

“一直在严重损害美国及美国人民

的利益”。
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美国政

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涉
及严肃科学事务的议题上的反智表
现，背后充斥着赤裸裸的政治算
计。然而，这种政治算计却让美国
民众的生命安全暴露于危险之中。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柳丝）

9月 11日，联合国大会以169
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呼吁

“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应对新
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决议。决议对
疫情大流行对老年人、女性、青少年
和儿童、穷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影响
表示“深度关切”。

美国是反对这一决议仅有的两
国之一。疫情中，美国政府几乎赤
裸裸地忽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美
国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

无遗，老年人、儿童、贫困者、少数族
裔等社会群体成为政府抗疫不力的

“牺牲品”。因为话语权缺失，这些
群体大部分也是沉默的受害者。

美国疾控中心8月发布的统计
报告显示，在新冠患病率方面，美国
印第安人是白人的2.8倍，非洲裔是
白人的2.6倍，拉美裔是白人的2.8
倍；在病亡率方面，美国印第安人是
白人的1.4倍，非洲裔是白人的2.1
倍。报告说，美国长期存在系统性

卫生和经济社会不平等，使得少数
族裔群体的新冠感染和死亡风险远
高于白人。

医疗制度的不公平加剧了美
国底层民众的困境。美国《大西
洋》月刊网站文章说，美国有数千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新冠重症监
护费用却高达数万美元，低收入人
群患病后，“通常会拖着不看医生，
不是因为不想康复，而是因为根本
没钱看病”。

胡萨姆·达詹说，美国政府对
老人、穷人和有特殊需求的边缘
人群毫无怜悯，无视他们的痛苦
和压力。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教授埃瓦里
斯图斯·伊兰度指出，美国自诩为

“西方民主的堡垒”，但新冠疫情暴
露了美国民主的内在缺陷，美国政
府没有一个覆盖所有民众的强有力
的社会安全网。“这是该国抗击疫情
的最薄弱环节。”

连日来，冠名《愤怒》的一本新
书在美国引发一片哗然。

本书作者——“水门事件”主要
报道者之一、《华盛顿邮报》资深记
者鲍勃·伍德沃德在书中说，美国领
导人亲口向他承认，早在今年二三
月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险性，但却
刻意淡化，理由是“不想制造恐慌”。

伍德沃德的一系列独家采访，印

证了美国新冠疫情愈演愈烈背后的政
治因素。事实上，尽管世界卫生组织
在疫情暴发伊始就对各国拉响了警
报，但美国一些政客优先考虑的不是
民众的生命健康，而是经济、选举乃至
股市表现，他们公开淡化疫情，疏于检
测追踪，推高了公共卫生风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3月
初，白宫高官公开声称，在美国国内

乘坐飞机是安全的；除了前往旅行
警示中列出的地区，乘坐国际航班
也是安全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
话披露，这是因为美国航空业代表
此前游说白宫不要采取可能导致航
空旅行减少的措施，以减缓疫情对
行业的打击。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
关系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否

认疫情的严重性，也不采取必要防
范措施，这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与民
主理念倡导的保障每个民众的权益
完全不符。

巴勒斯坦加沙乌马学院政治分
析人士胡萨姆·达詹说，这场疫情
中，美国政府以“经济和金钱”为优
先，“保留了经济财富，却以牺牲生
命为代价”。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
统计，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20万。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逝去的生命、破
碎的家庭，令人痛惜。

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一
张让人震撼的封面：在漆黑底色上，
用白色字罗列了美国自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每一天的死亡数字；在密密麻
麻的数据上，浮现出一个硕大的数字
——200000。封面底部，两行红色字
写道：“一场美国式失败”。

《时代》周刊试图以这种方式，唤
起对美国疫情的警醒。该刊同时叩
问：“还要有多少人死去，美国才能走
上正道？”

如此令人震惊的数字，居然出现
在世界上医疗技术最先进、医疗体系

最完备的国家，确实让人费解。但
是，如果梳理一下部分美国政客在本
国疫情发生以来的态度和言行，就不
难理解，当政治私利凌驾于科学理性
和民众生命之上，再好的医疗资源、
再高的科技水平也无法发挥应有的
作用。

以戴口罩等简单有效的防疫措
施为例，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目的
极力反对，对亟须加强自我防护的民
众造成严重误导。在竞选集会等场
合，不戴口罩被视为“英雄行为”，有
些地方甚至专门组织反口罩示威。

一些政客还上纲上线，将防疫措
施与公民自由挂钩，煽动民众予以抵
制。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最近在一
所大学演讲时声称，各州应对疫情的
居家令无异于软禁，是美国历史上限
制奴隶人身自由以来最严重的对公
民自由的侵犯。此言一出，立即招致

广泛批评，众议员多数党党鞭科里伯
恩直斥其“言辞荒谬透顶”。

美国抗疫中最令人无奈的现象
之一，是医学专家、防疫专家等专业人
士失去了话语权。曾经备受公众信赖
的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
福奇似乎凭空消失，已经很难在媒体
上见到。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
德菲尔德前不久在国会作证时说，口
罩的保护作用可以比疫苗更有效，马
上遭到来自高层的批评和嘲弄。

最近曝出的一些内幕证明，一些
美国政客很早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危
害性，也知道社交距离和口罩对疫情
防控的重要性，他们故意误导公众，
四处甩锅诿过，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
算计。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源于少数政
客的“反科学病毒”大有流行的趋
势。从最近美国媒体的报道可以发

现，一些新近冒出来的所谓专家在谈
及疫情时的口吻开始与那些自欺欺
人的政客们趋同，一些政府部门或机
构为了迎合政客们的口味，甚至篡改
数据或修改标准。

美国目前仍面临着疫情的严峻
考验。人们担心，随着冬季到来，气
温降低将使病毒更加活跃，近年来从
不缺席的冬季流感将使疫情雪上加
霜。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与评估研
究所的最新报告预计，到年底美国将
有超过41万人死于新冠疫情。

生命的逝去唤不醒部分美国政
客的良知。只要无良政客们不是尊
重事实，尊重科学，真正关心人民生
命健康，而是蓄意淡化风险，违背科
学，传播“政治病毒”，甩锅卸责，美国
恐难走上抗疫正道，《时代》周刊的叩
问恐将难有结果。

（新华社纽约9月22日电）

20万逝者难解《时代》周刊的叩问

20万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22日突破20万
例。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却给自己的抗疫成
绩打A+，称若非他的抗疫表现，病亡人数不
止这个数。

美国抗疫工作组重要成员、传染病专家
安东尼·福奇说，美国新冠病亡数字“发人深
省”。至于特朗普的抗疫表现，福奇让美国民
众自己打分。

病亡人数超5次海外战争总和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疫情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2日11时23

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20万例，达

200005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86万例。

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不到5%，但累

计新冠死亡人数比例超过20%，且实际病亡

人数可能更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因新冠病毒丧

生的美国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5次主

要海外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

而且，美国疫情仍在发展，病亡人数眼下

平均每天接近770人。依据美国华盛顿大学

所作模型推算，至今年年底，新冠死亡人数将

翻番至40万。

特朗普：我给自己打A+

总统特朗普一如既往地称赞自己的抗疫

表现。“我们干得不是好，而是了不起……就

这项工作本身而言，我们得A+。”他21日对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

在22日另一场采访中，特朗普重复这种
说法。

就病亡人数突破20万，特朗普在白宫告
诉记者，这令人“遗憾”，但“如果我们做得不
好，现在已经会有250万人死了”。

特朗普“承认”也有做得“不好”之处，那就
是关联疫情的“公关”。“但那是因为针对我的
假新闻，”他说，“就公关而言，我给自己打D。”

专业人士：全球大考，美国不及格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
福奇22日说，20万人病亡，这一数字“令人震
惊”且“非常发人深省”。

福奇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本
来有能力遏制疫情，“防止出现我们现在看到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名观众问福奇，他给特朗普的抗疫表
现打多少分。福奇回答：“我们不需要我来
说。看看这些数字。你们自己决定。”

疫情发生前，“人们通常对美国怀有某种
程度敬意，”达克说，“（美国）推崇科学，用科
技力量登上月球”，“但现在，（疫情）暴露出我
们变得有多么反科学”。

福奇同样告诫美国民众，“从科学数据和
科学证据”才能获取可靠的疫情信息。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新冠病亡超20万

特朗普：我得A+
福奇：大家看着打

利益优先轻生命

不同群体不同命

无视科学害人命

美国新冠死
亡病例突破20万
例。这距离美国
官方报告首例确
诊病例8个月，距
美国报告新冠死
亡病例10万不到
4个月。

这一数字超
过越南战争中美
国死亡人数的 3
倍。美国《时代》
周刊最近以黑框
封面刊发报道，称
之为“一个毁灭性
的标志”。

20万背后是
一个个生命，也是
一个个拷问。

政治算计凌
驾于人命之上，无
视弱势群体生死，
排斥科学和真相，
谎言连篇诿过推
责……新冠疫情
之殇暴露了美国
社会的结构性矛
盾，揭开了美国式
“民主”和“人权”
的虚伪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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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算计凌驾于人命之上，无视弱势群体
生死，排斥科学和真相，谎言连篇诿过推责……
新冠疫情之殇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揭开了美国式“民主”和“人权”的虚伪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