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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美国白宫拒绝俄罗斯关于
将明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
条件至少延长一年的提议。与此同时，
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
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大放厥词，妄称俄
罗斯和中国不断发展核力量威胁国际和
平与安全。美国自己沉迷军备竞赛，拒
不履行军控义务，在裁军与国际安全领
域倒行逆施，却倒打一耙，一遍遍地玩

“贼喊捉贼”之类的把戏，实在荒唐可笑。
最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列举美国在裁军与国际安全领域倒行逆
施的十个事实，可谓一针见血：痴迷穷兵
黩武、重拾冷战思维、奉行单边主义、谋
求自我松绑、大搞政治操弄、打破战略平

衡、阻挡生物军控、迟滞化武销毁、推动
星球大战、构建黑客帝国。

在战略上，“没有对手就制造一个对
手”向来是美鹰派政客的传统。建国240
多年，美国只有16年没打仗，堪称“世界历
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如今，作为世界头号
军事强国，美国却是叫嚣各种“威胁论”、鼓
吹“战争论”最积极的国家。美国在《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公然
将中俄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渲染外部威
胁，挑动大国对抗，侵蚀世界和平根基。

在实操上，美国沉迷军备竞赛，是世
界上军力最强大、武器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军费常年高居世界第一，2019年达
7000 多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近
40%，超出排在美国之后 10 个国家军费
开支的总和。尽管如此，美国还在继续
增加军费开支，其 2020 年国防预算达

7380亿美元，再创新高。美国一再胁迫
其盟友增加军费，要求北约盟友将军费
开支上调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赤裸裸
地煽动全球军备竞赛。

此外，沉迷武力的美国在每一个时
期都谋求“与对手的代差”，保持“领先”
还不够，必须“遥遥领先”才满意。近两
年，美国投入 137 亿美元发展智能化技
术、加快研发激光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
宣 称“3 年 内 将 新 概 念 武 器 推 向 战
场”……不仅在陆地、海洋、空中穷兵黩
武，今年美国还正式组建了太空军，将广
袤的太空也当作它的战场。

一边推动“星球大战”、热衷武力，一
边奉行双重标准、自我松绑。近年来，美
国撤出《中导条约》，退出伊核全面协议，
取消对《武器贸易条约》的签署，反对《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迟滞

化武销毁……对多双边军控条约体系采
取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态度。毫无疑问，
美已是世界军控进程最大的“绊脚石”。

美国还把自己的“火力网”笼罩全
球。截至 2019 年，美国在全球 140 多个
国家、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共有驻军超
过27万人。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地中
海之东到加勒比之南，世界各地的冲突
与暴乱中几乎都有美国的身影。美国在
亚太、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寻求在亚太
和欧洲地区部署陆基中导，企图强化军
事存在，建立绝对优势。

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明白，当今世界，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推行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单边主
义、例外思想、霸凌行径根本行不通，注定
被碾压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之下。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沉迷军备竞赛，侵蚀世界和平根基
——美国威胁全球安全“七宗罪”之三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
大城市费城26日晚间至27日凌晨发
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引发民众抗
议事件，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约30
名警察受伤，数十人被捕。

据美国媒体报道，26日下午，警方

接到报警说，费城西部一个以黑人为主
的社区有人当街挥舞刀具。两名警察
前往现场，与一名27岁黑人男子对峙
时将其打死，目击者后来将视频上传网
络。死者父亲对当地媒体说，他儿子有
精神问题，正在服药。他估计警察向其
儿子开了10枪。

当天夜间，民众在事发现场附近聚
集抗议。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与示威
者发生对峙和冲突。一些商店遭到破
坏和抢劫，至少一辆警车被烧毁。受伤
警察中，一人被小货车撞断腿，其他警
察在接受治疗后出院。

费城市长吉姆·肯尼和费城警察局

长丹尼尔·奥特洛27日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将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今年5月下旬，美国明尼苏达州黑
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
执法致死，这起事件随后引发全美范围
长时间、大规模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
力执法的示威活动。

美国费城警察枪杀黑人引发抗议冲突美国费城警察枪杀黑人引发抗议冲突
约约3030名警察受伤名警察受伤

关注全球抗疫

国际足联主席新冠检测呈阳性
俄官员称俄罗斯开始生产第二种新冠疫苗

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和死亡
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达8773407例
死亡病例为226604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日前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近80万名
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近期，美国儿
童感染病例快速增加，两周内新增超9
万例。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
童新冠感染病例。数据显示，截至10月
22日，美国累计报告792188例儿童新
冠确诊病例，占新冠病例总数的11%，每
10万名儿童中约有1053人感染。

数据显示，在10月8日至22日的
两周内，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

94555例，增幅约为14%。截至10月
22日，有9个州报告的累计儿童新冠确
诊病例数超过2.5万例。

统计还表明，美国儿童新冠住院病
例占所在州新冠住院病例总数的1%至
3.6%，儿童新冠死亡病例占所在州新冠
死亡病例总数的0.23%以下。美国各

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相同，有30
个州将儿童最大年龄界定为19岁，有
的州则将0至14岁界定为儿童。

美国儿科学会说，目前看来，儿童
新冠重症病例非常少见，但各州需要继
续记录和监测新冠疫情对儿童健康的
影响。

美国近80万儿童感染新冠 两周内新增超9万例

国际足联27日发布声明，确认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
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27日说，俄罗斯
已开始生产第二种新冠疫苗。俄媒体
当天援引波波娃的话报道说，该国已开
始生产由俄“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
国家科学中心研制的俄第二种新冠疫
苗“EpiVacCorona”。

俄罗斯外交部27日说，俄外长拉
夫罗夫因接触过新冠确诊患者已开始
自我隔离。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加里蒂斯·希

纳斯27日宣布，他当天新冠病毒例行
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即开始自我隔离。
希纳斯是近期第二位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的欧盟委员。此前，负责创新
和青年事务的欧盟委员加布里埃尔10
日宣布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塞尔维亚卫生部27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塞尔维亚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首次破千例，达1053例，为今年3月疫
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为应对新冠疫情反弹，法国和德国
打算采取更严格防疫措施。法国可能

延长宵禁时间、要求学生推迟返校，德
国可能关闭餐厅和酒吧。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27日发
布消息说，该州将从28日起进一步放松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维州首府、澳第二
大城市墨尔本将从28日凌晨开始实施
更为宽松的第三阶段“解封”措施，包括
人们在25公里活动范围内无须批准即
可出门；在公共场所可以举行不超过10
人的聚会等。此外，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解封”的维州郊区将实施更为宽松的防
控措施。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28日7时24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
43885408例
死亡病例为
116537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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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外交部27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因接
触过新冠确诊患者已开始自我隔离。 新华社/路透

⬆ 墨西哥新冠病例超90万。图为一名戴口罩
的墨西哥男子在打电话。 新华社发

⬆ 28日，人们在法兰克福佩戴口罩走下地
铁。德国新冠病例数近45万。 新华社/美联

这是10月27日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拍摄的全日空航空公司的班机。
日本最大航空运营商全日空航空公司的母公司ANA控股公司27日发布营

收预期，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财年预计亏损5100亿日元（约合327亿元人民
币），为企业创建以来亏损最高纪录。 新华社/法新

全日空预计年度亏损破纪录

美国芝加哥市一名商店保安要求
两姐妹戴口罩进店，不料激怒对方，被
揪住头发、身上挨了27刀。法官27
日拒绝这对姐妹保释。

这对姐妹名为杰茜卡·希尔和杰
拉·希尔，现年分别21岁和18岁。美
国《芝加哥论坛报》27日以警方为消
息源报道，她俩当地时间25日晚6时
左右进入西区一家商店。当时商店即
将打烊，一名身高近2米、体重122.5
公斤的保安要求她们戴口罩、使用手
消毒液，遭到拒绝。三人起初发生口
角时，杰拉掏出手机录视频。杰茜卡

随后拎起一个垃圾桶砸向保安脸部，
与妹妹一起拳打保安。她还趁妹妹揪
住保安头发之际，从后裤兜掏出一把
藏在梳子里的小刀，往保安胸部、背部
和手臂上刺了27刀。保安不顾身上
流血，成功阻止姐妹俩离开商店，直至
警方赶来逮捕她们。

警方发言人说，保安现年32岁，眼
下因伤势严重住院。希尔姐妹被捕后
先在附近一家医院处理轻微撕裂伤。

希尔姐妹先前没有犯罪记录，眼下
受到一级谋杀未遂罪指控，定于11月4
日再次出庭。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逛商店拒戴口罩 美两姐妹竟刺保安27刀

英国两名寻宝少年各自挖出距今
900余年的一枚古币。两枚古币分别
拍出 4000 英镑（约合 3.5 万元人民
币）和3100英镑（2.7万元人民币）。

英国《都市日报》27日报道，里
斯·皮克林现年17岁，家住诺福克郡，
16岁时与父亲在当地一处农田用金
属探测器搜寻老物件，发现一枚哈罗
德二世时期硬币。硬币历史可追溯至
黑斯廷斯战役爆发的1066年。

皮克林说，他当时没想到会发现
那枚“稀有、非凡的”硬币，“我永远会
记住那天”。

皮克林的父亲说，位于剑桥的菲
茨威廉博物馆有这种硬币的相关记
录，那枚硬币是迄今唯一出土的同类
硬币。硬币本月26日经由德比郡汉
森拍卖行拍卖，成交价远超估价。

另一名寻宝少年沃尔特·泰勒现
年16岁，家住埃塞克斯郡，15岁时与
父亲和叔叔在埃塞克斯郡南部田地里
也用金属探测器寻宝，发现一枚可追
溯至1106年亨利一世时期的银币。

依照拍卖行说法，两枚硬币拍卖
所得将由发现者和土地所有者平分。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英两寻宝少年挖出古币拍得高价

海洋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大堡礁
发现一个500米高的珊瑚礁，比美国
帝国大厦、澳大利亚悉尼塔和马来西
亚吉隆坡双子塔都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日以美
国施密特海洋研究所为消息源报道，
科研人员20日绘制大堡礁北部海床地
图时发现这处珊瑚礁。这是120多年
来在大堡礁发现的首个大型分离礁。

大堡礁先前发现7个大型分离
礁，其中一个位于全球重要的绿海龟
产卵场雷恩岛。

科研人员25日借助水下机器人

“苏巴斯蒂安”考察这处珊瑚礁。现场
直播画面显示，珊瑚礁底部呈刀片状，
宽1500米，最高处距离海面仅40米。

施密特海洋研究所创始人之一温
迪·施密特说，这一发现“出乎意料”，
证明人类不断在海洋中发现“未知结
构和新物种”。

大堡礁是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外一
系列珊瑚岛礁的总称，是世界上最大、
最长的珊瑚礁群，面积大约34.4万平
方公里，绵延 2000 多公里，是超过
1500种鱼类的家园。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比帝国大厦高 大堡礁发现巨型珊瑚礁

群居动物生病后会改变行为以减
缓疾病传播吗？研究人员在野外实验
中发现，吸血蝙蝠生病后会减少与同
伴接触，保持“社交距离”，直至康复。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与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研究生合
作，从中美洲国家伯利兹拉马奈地区
一棵空心树内部一处蝙蝠巢穴捕捉
31只成年雌性吸血蝙蝠，给其中16
只注射脂多糖。这种内毒素虽不致
病，但会激发蝙蝠免疫反应，让它们短
期内感到不适。另15只作为参照组，

被注射生理盐水。
结果显示，相较于参照组，“患病”

蝙蝠减少与同伴接触，同时减少与健
康同伴直接或间接打交道。在注射脂
多糖后3至9小时的“治疗期”内，每
只“患病”蝙蝠平均比参照组蝙蝠少接
触4次同伴，少接触25分钟；参照组
蝙蝠之间平均接触几率为49%，与

“患病”蝙蝠接触几率为35%。
研究结果27日刊载于英国牛津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为生态学》双
月刊。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吸血蝙蝠生病后会保持“社交距离”

这是10月27日在阿富汗霍斯特拍摄的爆炸袭击现场。阿富汗27日一天
内发生多起爆炸袭击，共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 新华社发

阿富汗一天发生多起爆炸
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