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林火逼近，土耳其爱琴海
沿岸旅游胜地博德鲁姆7月31日
疏散大批外国游客。按照俄罗斯媒
体说法，超过100名俄罗斯游客被
疏散。

自7月28日以来，土耳其南部
的地中海沿岸及西部的爱琴海沿岸
累计发生上百起林火。土耳其农业
和林业部长贝基尔·帕克代米尔利
说，其中91场林火已经得到控制。

随着多场新的林火爆发，数以

千计游客受困于博德鲁姆。土耳其
海岸警卫队、当地应急部门和私人
游艇组成救援船队，帮助撤离游客。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00
多名俄罗斯游客已被转移到其他地
方的酒店。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 7 月 31 日乘飞机视察灾
区。他稍后发表讲话，承诺向灾民
提供补偿和帮助。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土耳其旅游胜地爆发林火
大批俄罗斯游客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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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彭博社前不久煞费苦
心，设计出美国排名第一的“全球抗
疫排名”，在众目睽睽下，在真相世人
皆知的情况下，“美式媒体魔术”还敢
如此变，令全球错愕。

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全球医疗
技术最发达、医疗资源最丰富、医疗护
理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美国却一直
是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最多、死亡病例
最多的国家。在新冠患者死亡率、新
冠检测阳性率等关键指标上，美国均
表现极为糟糕。美国政府抗疫工作暴
露出应对严重滞后、指挥混乱、无视科
学、误导民众、资源协调不力、破坏全
球抗疫等诸多问题，广受诟病。

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此前所说，
数据不会说谎，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新
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就在彭博社将美国评为“抗疫第
一”之际，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
超过 3400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60 万
例。美国50个州中有40多个州疫情
呈反弹之势，变异病毒在美国加速传
播，疫苗接种遭遇瓶颈，防疫“政治
化”等老问题依然凸显。

疫情暴发一年多来，美国多家媒
体和机构发表报告反思指出，美国社
会的撕裂、政治的分化、科学边缘化损
害了抗疫能力。美国政府的系统性失
误以及不作为，使美国失去减缓新冠
病毒大流行的机会，不仅造成疫情在
美国本土传播肆虐，也给世界其他国
家疫情防控带来极大破坏和挑战。

根据多家媒体复盘的美国疫情时
间线，疫情暴发后，美方一些官员不仅
对各种科学警告置之不理，刻意淡化
疫情风险，一些政客甚至排斥专业人
员和专业意见，多次宣扬违背科学的
虚假防疫信息误导民众。无视科学的
恶果，是让美国民众付出惨痛的健康
和生命代价。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屠杀”。

全球疫情暴发后，美国所谓“普
世主义”的话术不攻自破。美国政府
不仅自身抗疫不力，还大搞单边主
义，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瞠目：截
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
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的药物
产能……面对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
美国政府不仅不热心抗疫合作，反倒
成为全球抗疫的“绊脚石”。

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
疫苗，美方更是在疫苗尚处于临床试
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把“希望”
只留给自己，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
区推入“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在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美方将大
国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抛在脑后，极力
奉行“疫苗民族主义”，把疫苗当作追
求自身利益、巩固全球霸权的工具。

将政治凌驾于美国民众的健康和
生命之上，将利益凌驾于全球抗疫合作
大局之上，“美国第一”，实在荒唐！不
过，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此“美式
媒体魔术”，一戳就穿帮，最终沦为全球
舆论耻笑的对象，真的一点也不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尽管美国当前的疫情、旱情、火情均有
其客观原因，但分析人士指出，人为因素也
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疫情应对方面，政府盲
目更改防疫措施、国内党争不断等抗疫乱
象比变异病毒更为有害。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往往疫情稍有
好转就放松防疫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动，
导致人群聚集活动大量增加、疫情反
弹。比如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美疾控
中心今年4月以来逐步放松口罩令，但
如今面对疫情反弹不得不重新收紧戴口
罩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在应对疫情上

依旧严重对立，给抗疫带来重重阻碍。
凯泽家庭基金会7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在去年大选中支持共和党的地区
与支持民主党的地区相比目前的疫苗接
种率更低。7月29日，40多名共和党议
员还大闹国会山，因为国会在疫情反弹
压力下宣布恢复强制戴口罩的措施。

抗疫政策前后不一和两党主张尖锐
对立也让民众产生混乱。美国新闻网站
Axios的文章评论，在过去一年半里，美国
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持怀疑态度，在很多
情况下民众被误导或无法得到真实情况。

而关于旱灾和火灾，虽然气候变化

和当地气象条件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但
政府应对也并非没有问题。夏季干旱和
山火近年来在美国西部地区并不鲜见，
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每年都山火成
灾。此前媒体对政府应对山火不力就曾
多有反思，包括消防力量分属不同政府
部门或私营企业，难以统一高效调配；政
府投入不足，森林管理跟不上防火形势
需要；城市过度扩张，越来越多人住在森
林地带；环保政治化导致砍伐部分树木
减小森林密度等预防措施无法执行等。
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很好解决。

（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

在疫情再度告急的同时，受气候变
化影响，美国西部地区遭遇大面积严重
干旱，导致山火灾害频发。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显示，当前美国西
部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蒙
大拿、内华达、俄勒冈、华盛顿等7个州
的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状态，且短期内
没有缓解迹象。整体来看，西部干旱使
美国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

气象专家说，造成当前美国西部干

旱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夏天开始的拉尼娜
现象。它导致太平洋东岸水温下降，美
国大陆地区干热。一方面，去年原本应
该为美国西南部带来大量水汽的季风期
异常干燥，造成西部地区冬季降水偏
少。另一方面，该地区入春后气温升高
太快。二者叠加，进一步加剧了今年的
旱情。

严重的干旱导致山火频发。根据美
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7月30日的数

据，目前在美国13个州共有83场大规模
山火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7000平方公
里，共有2万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

该中心的火情简报指出，大面积的干
枯草木，加之高温低湿的天气条件，使得
火势难以控制。有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打
破了美国西部森林的生态平衡，导致山火
频发且烈度增强，森林从碳吸收源转变为
碳排放源，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
导致山火季提前，形成恶性循环。

专家认为，近期美国新冠病例激增
与高传染性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
加速传播、仍有许多人未接种疫苗等因
素有关。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德尔塔毒株已

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冠变异病毒，该毒株感染
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82.2%。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美国新冠疫苗
接种进度迟缓。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指出，目前美国仍有约

50%的人口尚未完成疫苗接种，而新冠死
亡病例大都是未接种疫苗者。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疫情模型数据显示，
如果美国疫苗接种率不能提高，最坏情况
下每日新增死亡病例将达到4000例。

美国新冠疫情正卷土重来，各地新增确诊病例数激增。与此同时，大规模山火频发，
西部大面积干旱，使美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受到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旱情、火情同时肆虐令美国疲于应对。这背后虽然有病毒变异、
气候变暖等客观原因，但党派争斗、政治操弄、轻视科学等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

7月31日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重新施行强制口罩令，要求两岁及以上
人员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要在室内公共
场所戴口罩。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
还强烈建议民众在人员较密集的露天场
所也戴口罩。

一段时间以来，高传染性新冠变异病
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加速传播，而疫苗接种
进度迟缓。据统计，从6月19日至7月23
日，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300%，住院
和死亡病例数飙升，夏初解封的口罩令也
在美国多地再度回归。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月13日

宣布不再建议已接种疫苗者戴口罩，但7
月27日改口，建议已接种疫苗者在疫情
高传播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未接
种疫苗者无论身在美国何地都在室内公
共场所戴口罩；中小学校学生无论接种疫
苗与否都戴口罩。

美媒称之为口罩政策的“重大逆
转”。究其改口原因，《华盛顿邮报》援引
美国疫控中心内部文件报道说，数据显
示，占美国新增病例逾八成的德尔塔毒株
具有高传染性，“鉴于较高传染性和（美
国）目前疫苗覆盖率，普遍戴口罩对阻遏
德尔塔毒株传播至关重要”。

连日来，美国多个州、县及城市纷纷重
新实施口罩令。内华达州长下令从7月30
日起，包括拉斯维加斯在内的高传播地区
民众在室内公共场所需戴口罩；明尼苏达
州府发布指导意见，敦促所有学生、教职员
工和访客在学校戴口罩；堪萨斯州则要求州
政府员工和州政府访客从8月2日起戴口
罩，并建议高传播地区所有民众戴口罩。

许多美国专家指出，戴口罩已被证
明是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关键，而接种
疫苗则是摆脱新冠疫情的途径。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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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研究人员说，受近期热浪
影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
的冰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眼下每天
融冰大约80亿吨，相当于往年夏季
融冰速度的两倍。

格陵兰冰盖是世界第二大冰
盖，面积将近180万平方公里，仅次
于南极冰盖。一般来说，每年6月
至9月初是格陵兰冰盖的消融季。

丹麦研究人员运营的“极地门户”
网站说，自7月28日以来，格陵兰冰
盖每天流失冰量达到大约80亿吨。

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
内，全岛约 80%的土地被冰盖覆
盖。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获

得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
丹麦政府掌管。

据丹麦气象研究所监测，格陵
兰岛北部近日气温达到20多摄氏
度，比往年夏季平均气温高出10多
摄氏度。

位于格陵兰岛东北部的尼尔勒
里特机场 7 月 29 日最高气温为
23.4摄氏度，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纪录。

丹麦研究人员说，格陵兰冰盖
2000年以后消融速度加快，最近几
年的融化速度比2000年以前增加
约4倍。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热浪致格陵兰冰盖大面积融化

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韩国人
放弃外出度假计划，转而在家中营
造度假氛围，安心享受假期。

据《韩国先驱报》7月31日报
道，现年31岁的康设亚（音译）原计
划前往韩国度假胜地济州岛度假，
如今改为居家度假。她在客厅中支
起帐篷，安上彩色灯泡，买来大电视
和无线音箱，叫来外卖，与家人边享
用美食边观看奥运比赛。

康设亚说，居家度假也能令人
放松，在帐篷中小憩，从受疫情打击
的日常生活中解脱片刻。

瑜伽教练克莱尔·金上月在家
中与远在西班牙的朋友一起“云度
假”。金与朋友借助视频聊天软件，
举办以“夏季海滩假期”为主题的聚
会。金穿上夏威夷花衬衫，戴上太
阳镜，抱着一个充气吉他道具，坐在
电脑屏幕前与朋友“推杯换盏”。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霍锦珠（音
译）说，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年轻网
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居家度假的体
验，创造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时
尚也应运而生。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客厅“变”海滩 韩国兴起居家度假

7月31日，林火在土耳其马纳夫加特附近燃烧。 新华社发

伊朗政府8月1日否认涉入7
月29日在阿曼附近海域发生的油
轮遇袭事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
提卜扎德在记者会上说，以色列不
止一次对伊朗发起“无端指责”，“必
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
1日在内阁会议上指认伊朗发动这
次袭击，并威胁报复。“伊朗用无人
机攻击‘默瑟街’号，针对的是以色
列目标。”他说。“我们知道如何用我
们的方式向伊朗传递我们的信息。”

“默瑟街”号船东是日本企业，
运营方英国佐迪亚克海运公司属于
以色列富商埃亚勒·奥弗及其家族
控制的佐迪亚克集团。

英国军方下属的英国海上贸易

行动办公室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
说，袭击地点在阿曼的马西拉岛附
近阿拉伯海，距阿曼东北部港口杜
库姆约280公里。

美军中央司令部30日称，美国
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和
一艘驱逐舰为这艘油轮护航，多名
美军爆炸物专家登上油轮。“初步迹
象清楚指向（这是一起）无人机类型
的攻击。”美联社以一名不愿公开身
份的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无人
机在油轮船桥顶部炸了一个洞。

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与拉皮德31日讨论了这一
事件，双方同意与英国、罗马尼亚和

“其他国际伙伴调查事实，提供支
持，并考虑下一步行动”。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否认涉入阿曼附近海域油轮遇袭事件

7月30日，人们在德国雷希进行清理作业。
近期，欧洲中西部地区连日出现强降雨，引发罕见洪水。目前灾后重建

正在展开。据报道，洪水已造成重灾区德国西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
法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至少164人死亡。 新华社/法新

德国：洪灾过后

日
前
，一
名
戴
口
罩
的
女
子
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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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街
头
。

新
华
社/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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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