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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8月底以来，全美新冠疫情形势比
7月中旬峰值时期相对缓和。但自9月
中旬起，多个疫情指标又有抬头趋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本周表示，过去一周平均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单日新增
死亡病例近800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疫情数据
分析显示，与上周相比，本周全美23个
州新增病例数有所增加，大部分在中西
部地区。此外，16个州新增病例数相

对稳定，11个州新增病例数下降。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80万例，位居全美第一。紧随
其后的得克萨斯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4
万例，佛罗里达州确诊病例近70万例。

在本周连续出现死亡病例数超20
万和累计确诊病例数超700万两大节
点后，美国国内有不少反思抗疫不力的
声音，比如缺乏全国层面的统一协调、
部分人群无视专家警告等。此前美国
媒体报道了一些年轻人无视疫情而聚

会的消息，针对近期新增病例中的年龄
结构特点，一些专家强调美国年轻人需
要注意自己的防疫责任。

雷德菲尔德本周表示，超过90%的
美国民众仍然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
近期新增确诊病例的年龄结构有所变
化，18至25岁群体占新增感染病例的
26%。这些年轻人应该认识到，虽然他
们感染新冠病毒后通常不会出现重症，
但他们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脆弱人群。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

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也表示，年轻群体感染率陡增
是美国疫情近期发展的新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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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表示，目前美国仍
处于第一波新冠疫情中，即将到来的秋
季和冬季将面临严峻考验，公众应做好
应对准备。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 记者
谭晶晶）

美国新冠病例超700万
年轻群体感染率陡增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在25日超过700万，从8月31日超600万例到9月25日超700万例用时25天。美国疫情形势在前
段时间相对缓和后，近来多个指标又有抬头趋势。有关专家分析近期疫情特点时强调，美国年轻群体需要注意自己的防疫责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5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703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20.3万例。

新华社首尔9月26日电（记者陆
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6日
说，韩国将继续调查韩国公民日前在朝
鲜海域遭枪击身亡事件，同时要求朝鲜
就该事件加大调查力度。

青瓦台当天向媒体公布了韩国国
家安保会议常委会25日晚举行会议的
情况。会议决定，由于朝方通报中所述
事件经过与韩方掌握的情报存在差异，
韩国将继续对事件进行调查，如有必要
将邀请朝方进行联合调查。会议同时
要求朝方加大调查力度。

会议决定，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韩国将尽快采取措施对朝鲜半岛西
部海域加强监视和警戒。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24日说，
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小延坪岛附近执
行公务时失踪的一名韩方渔业指导员
已遭朝鲜军方枪杀。青瓦台随后要求
朝方公开真相并严惩责任人。

青瓦台25日表示，韩方收到朝鲜有
关此事件的通报，朝方在通报中就这名韩
国人遭枪击身亡做出了解释，同时传达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此事的歉意。

韩国总统府：

将调查韩公民在朝鲜海域遭枪击身亡事件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25日电 中国
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25日就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涉华错误言论发表谈话指出，涉香港、新
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其实质
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坚持
依法治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刘玉印表示，9月25日，英国外交
国务大臣在人权理事会就涉香港、新疆
问题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滥用人权理
事会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歪曲历史，充
分暴露英方在涉华问题上的傲慢、偏见

和无知，中方对此感到遗憾，并坚决反
对。

他表示，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一些外
部势力极力攻击抹黑中国，之所以如此，
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
惮、为所欲为地利用香港从事危害中国
国家安全的活动，这恰恰说明中国制定
香港国安法是正确的、必要的。

刘玉印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3年，早已不是英国
的殖民地。《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之间
关于中国收回香港及有关过渡期安排的

文件。随着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
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英
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履行完毕。英
国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中
方奉劝英方不要自作多情，尽早从殖民
主义的迷幻世界走出来。

刘玉印说，中国新疆曾经深受民族
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之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数千起
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危害新疆各族人民
人权。新疆地方政府依法开展一系列反
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极大扭转了新疆安

全形势，使各族人民在安全的环境中充
分享有各项人权。

他表示，2018年底以来，共有90多
个国家的1000多名外交官、国际组织官
员、记者和宗教人士访问新疆，亲眼目睹
新疆稳定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和各族人
民的幸福生活。西方国家和政客在涉疆
问题上编造了太多谎言，对中国恶意诬
蔑，给反华分裂分子撑腰打气，企图继续
使新疆陷于不稳定、不安全的状况，损害
当地老百姓过安宁幸福生活的权利，中
国人民对此绝不答应。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

对英官员涉华错误言论感到遗憾

在24日的安理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后的全球治理视频首脑会议上，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对联合国和中国进行
恶意攻击。这是美方近期又一次在联合国
平台上进行自娱自乐式的“甩锅”表演。

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美一些政客罔
顾事实，散布“政治病毒”，不断上演“甩
锅秀”。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抹黑
不了中国、洗白不了自己，反而凸显其自

身政治操守的无底线。
针对美方毫无根据的指责与攻击，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予以有力驳斥。
张军指出，美国少数政客滥用联合国和安
理会平台，继续传播“政治病毒”，散布虚
假信息，制造对立和分裂，这样的所作所
为，不仅驱散不了病毒，而且已经极大地
干扰了全球团结抗疫的努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拥有全球最
先进医疗技术和最完备医疗体系的美国
却在疫情面前完败。一些美国政客为泄

愤推责，不断滋事，企图把责任推给中国
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些政客轮番表演

“甩锅”，其混淆视听、蛮不讲理、横行霸
道的行径令国际社会不齿，也让国际社
会越来越看清他们诿过于人的政治算计。

谎言终究难掩真相。中国应对疫情的
时间线清清楚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疫
情，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也有目共睹。中
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重要贡献举世公认。

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不断
“退群”“毁约”，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比如，作为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最
多的国家，美国既不批准《京都议定书》，
又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
放体系和安排之外，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最大的破坏者。

事实不断证明，单边主义、霸凌行径
站在历史正确的对立面。奉劝美方一些
政客停止自我设计的“政治秀”，反躬自
省，改弦更张，为世界尽到应有的责任。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5日电）

“甩锅秀”秀出美政客政治操守无底线

美国多家媒体25日报道，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拟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
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本月早些
时候去世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
等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
朗普拟当地时间26日在白宫召开记者
会，宣布提名巴雷特。

巴雷特现年48岁，2017年获特朗
普任命，担任设在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
回上诉法院法官。多家媒体将巴雷特
描绘为“保守派”人士，因为她支持广泛
拥枪权利、支持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
施、持保守宗教立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如
果巴雷特的提名在国会参议院获得通
过，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五名女性最
高法院大法官。同时，最高法院9名大法
官中保守派将占明显多数，达到6人。

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须获得参议

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眼下共和党控
制参议院，外界预期巴雷特的提名可能
很快获得通过。不过，多家媒体预计，
围绕巴雷特的提名和任命，共和、民主
两党将在美国总统选举年“苦斗”。

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20日发布的
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美国成年受访者希
望金斯伯格的继任者人选由下届总统
提名。

另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
康奈尔先前说要在特朗普任期内就大
法官提名表决，民主党人则对共和党人
4年多前以选举年为由拒绝在参议院
对时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提
名的大法官予以表决耿耿于怀。

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安东
宁·斯卡利亚去世，距当年11月选举仍
有数月；而目前距今年11月3日选举
日已不足50天。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多家媒体曝

特朗普拟提名巴雷特为大法官人选
美国最近几次全国性民意调查显

示，在选民支持率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乔·拜登对共和党籍现任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领先优势略为明显。然而，对几
个关键州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那些
州的领先优势不明显。

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21日至22日
所作全国性民调显示，在全美可能投票
的选民中，拜登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8
个百分点。不过，在一些关键州，或称

“战场州”，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差别
不大。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9月11日
至16日针对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密歇
根、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
6个关键州的民调结果于本周公布。结
果显示，在佛州和北卡，两人支持率持
平；在亚利桑那和宾州，拜登分别领先1
个和3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和密歇根，
拜登领先5个百分点。

最新民调显示，50%的未受高等教

育白人选民说将支持特朗普，41%支持
拜登。

另外，民调发现，全美56%的人不
满意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其中
43%“强烈”不满。在上述6个关键州
中，除了密歇根，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都呈
上升趋势。即便如此，特朗普在这些州
的民意支持率没有急剧下降。

在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方面，特朗
普在佛州优势最明显，51%的佛州受调
查者认为特朗普更善于创造就业，41%
选择拜登。

关键州的人口基数大、选民对两党
无明显偏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和公益机构“变革研究”8月底对上述
6州的民调显示，拜登整体领先3个百分
点；在佛州，拜登优势从先前的6个百分
点滑落至3个百分点。而路透社与益普
索集团的最新民调显示，两人在佛州支
持率已持平。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民调显示

拜登在美国关键州领先优势小

乌军机坠毁26人遇难 违规飞行调查开启

乌克兰一架军用运输机25日坠
毁，已经确认机上26人遇难。

这架安—26型运输机将近21时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丘古耶夫市一座
军用机场附近坠毁。乌克兰内政部在
声明中说，机上有27人，其中20人是
哈尔科夫国立空军大学学员，7人是

机组人员。官方先前说机上有28人，
不过后来确认一名学员没有登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已经确
认26人死亡，1人重伤。乌克兰检察
机关已对这一事件作违规飞行刑事
调查。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9月25日，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丘古耶夫市附近，一架安-26军用飞机燃起
火焰。 新华社/美联

9月25日，救援人员在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麦夸里港救助一头搁浅鲸鱼。
大约470头长鳍领航鲸本周在澳大利亚南部塔斯马尼亚岛麦夸里港搁浅，创

下澳大利亚20多年来之最。截至25日，救援队救出94头鲸，另有大约20头鲸有
望获救。 新华社/法新

澳大利亚救出94头长鳍领航鲸

和宠物一起玩耍让人精神放松。
身边没有宠物怎么办？英国一项小规
模研究显示，看看可爱动物也能将精神
压力水平降低至多将近一半，还有助降
血压。

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人员试图研究
精神压力释放与可爱动物之间关联。
他们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旅游局
合作，让研究对象观看30分钟短尾矮
袋鼠的视频，监测他们心率和血压，以
评估视频对研究对象的生理影响。

短尾矮袋鼠是澳大利亚西南部特有
的有袋目哺乳动物，看起来像老鼠，体长

不足60厘米，因有胖嘟嘟的脸和“甜美”
笑容获称“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

雅虎新闻25日报道，看完视频后，
研究对象血压由先前平均收缩压（高
压）136毫米汞柱、舒张压（低压）88毫
米汞柱降至平均收缩压115毫米汞柱、
舒张压71毫米汞柱；焦虑程度平均下
降35%，其中部分人焦虑程度下降接
近50%；心率平均降低6.5%，其中一人
心率由先前每分钟90次降至68次。

这项研究显示，人们不需要与动物
互动，仅是观看可爱动物视频就有益健
康。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看可爱动物有助减压、降血压

波兰民族纪念研究会本周解密的
一份档案显示，在系列谍战电影“007”
第一部1962年公映后，真有一名名为
詹姆斯·邦德的英国特工被派往波兰执
行任务。

这份来自当时波兰反谍报局的文
件显示，邦德1964年2月18日抵达华
沙，他的官方身份是英国驻波兰使馆的
档案管理员。

电影中代号007的特工邦德喜欢
喝以伏特加为基酒的马天尼鸡尾酒，常
常陷入与美丽女性的纠葛。这份文件
显示，真实的邦德“对女性感兴趣”，但
是行事“非常谨慎”，没有接触任何波兰

公民。
波兰民族纪念研究会说，这名英国

特工是“一名低级别的行动人员，只不
过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字罢了”；1964
年10月至11月，他试图前往波兰北部
靠近苏联的两处军事设施，没有取得成
功，于1965年1月21日离开波兰。

007系列电影改编自英国秘密情
报局、即军情六处前特工伊恩·弗莱明
所作小说。弗莱明1964年去世。按照
他的说法，他给故事主人公起名詹姆
斯·邦德，灵感来自研究加勒比海鸟类
的美国鸟类学家詹姆斯·邦德。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波兰档案解密真实版英国特工邦德

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办公室9月25日发表公报说，该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夫妇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图为诺瑟姆参加记者会（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9月25日，人们戴口罩走在美国纽约街头。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
病例数均世界最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