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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吴刚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病毒溯
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连日
来，多国政要、学者和专家等纷纷发
声，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
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
加强抗疫合作，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
溯源问题政治化。

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
应加入政治因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8 月 16
日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政治化。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操纵
病毒起源问题，旨在攻击中国，委
方谴责这一“卑劣行径”。马杜罗
感谢中国向委内瑞拉抗疫提供“至
关重要”的支持，表示大量来自中
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了抗疫
物资供应，委方将继续与中国保持
长久合作。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13日说，新
冠病毒溯源不应加入政治因素。他
认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是不人道的，各国科学家必须共同
努力找出疾病出现的原因。“我们要
知道事实，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
不知道真相只是推卸责任，就无法
最终战胜疾病。”潘坎说：“不论是病
毒溯源还是寻找病毒出现变异的原
因，都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
政治因素。”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0日称赞
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作贡献，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和
污名化。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与团结，拒绝将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政
治化、特指化、污名化；古巴认可中国
本着透明、负责态度为抗击疫情所作
贡献。

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
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被政治操
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
致灾难性的后果。现阶段最重要的
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所有
国家共同努力来战胜新冠肺炎疫
情。“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富裕国
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
些较贫穷的国家分享。”莫门对中国
政府和人民在孟抗疫斗争中所给予
的帮助表示感谢。

马耳他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巴
尔托洛表示：“我们的敌人是新冠病
毒，而不是彼此。我们要弄明白疫情
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一
切都应该基于证据。我们不应该借
公共卫生来玩弄政治。”

所谓“实验室泄漏论”
经不起科学审视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近日
在署名文章中说，疫情暴发之初，个
别国家就存在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
签化的情况，甚至封城、接种疫苗等
措施也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还混杂

了许多阴谋论论调。一年多过去了，
这样的论调仍能听到。新冠病毒溯
源更是被严重政治化，直接导致仇恨
犯罪增加。

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希夫尼表
示，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提出的第二
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主要是迫于某些
大国的压力，且出于一些政治化因素
的考量。他认为，部分西方国家向世
卫组织施压，根本目的是要激起舆论
对中国公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怀疑，
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给
许多问题和危机附上政治色彩来实
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希夫尼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
是实验室制造的，所有这些说法
（‘实验室泄漏论’）都经不起科学
审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
究中心病毒基因组学负责人戴维·
罗伯逊说：“目前，所有数据都强烈
地指向一个方向，即这是一种自然
病毒，而不是实验室制造的病毒。
我们需要相信已有证据，相信有
研究病毒进化及出现方面经验的
专家。”

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
共同努力来解决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
谢莫尼勒日前表示，新冠病毒溯源
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始终秉
持科学、专业、客观精神，坚定反对
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支持

和引导全球抗疫和溯源工作朝着正
确方向前进。

马尔代夫媒体人哈姆丹·沙基
尔 8 日在“马尔代夫新闻网”发表
文章指出，美国偏离科学事实，将
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政治化。文章
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合作，
并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和科学
的调查，但是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
问题上采取了顽固立场。美国在
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政治化和偏
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完全不道德
的“栽赃嫁祸”，目的是为其未能保
护本国人民的生命、不能控制本国
疫情推卸责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流行病学
专家埃莱娜·雷耶斯日前表示，应将
病毒溯源工作视为抗疫“机遇之窗”，
共同整合有限的抗疫资源，加大力度
培养生物医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才。
同时，各国遇到错误信息或信息遭到
扭曲时，也应基于科学证据及时解释
说明。

巴尔托洛表示，全球面临着疫苗
接种严重不均的挑战。“我们正处在
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且随着病毒
的变异，这个阶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
长。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只有世
界各国普遍安全，本国才能安全。”巴
尔托洛认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
同努力来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独善其身，或者独自解决这些问题，
找到合作的方式非常重要。”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 8月
23日第16版）

病毒溯源工作不应被政治操弄
——多国政要、专家学者等发声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 俞凤 魏南枝

“疫情海啸”再度席卷美国，这是
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的第四波新
冠肺炎疫情。美国的疫情曲线在过
去一年多里从未被“拉平”过，累计感
染病例已经超过3800万、累计死亡
病例已经超过64万。美国拥有世界
上最强大的医疗体系和顶尖的医疗
技术，号称拥有最优秀的公共卫生队
伍并建成了最完备的应急管理体系，
却交出这样一份“不及格”的疫情防
控答卷，不仅让美国人民愤懑，也让
国际社会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美
国的医疗卫生支出水平持续增长，
2020年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
值占比高达 18%。强生、辉瑞、默
克、再生元和史赛克等美国著名医
药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激增，股
价也屡创新高。疫情防控一败涂
地，却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强烈
的反差令人出离愤怒，这是个什么
医疗体制？！它究竟是为资本还是
为生命？

美国医疗体制：先进与
落后畸形并存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
素决定其分配给医疗卫生的资源水
平。长期以来，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人均医疗成本最
高的国家。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却严重落后，能够
覆盖广泛中下层人口的基础医疗服
务十分滞后。先进性和落后性畸形
并存的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
露无遗。

巨额投资下的美国医疗资源
世界领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统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美
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年均国内生产
总值占比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
占比的两倍，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
更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的两倍
之上。

在如此高昂投入之下，美国的医
疗资源和医疗水平从市场表现来看
是世界一流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生物制药市场，占全球药物市场份
额的1/3。根据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
会的数据，美国公司进行了全球一半
以上的药物研发，拥有大多数新药的
知识产权。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批

准了59种新型医药产品，创下历史
新高，其中大部分产品是针对罕见病
的。美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医学人
才，2020年的3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中就有两位美国人。除此
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
备市场。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
年美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高达1560
亿美元（占全球医疗设备市场的
40%），预计到 2023 年将增长到
2080亿美元。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居高不下源
于资本垄断。相比经合组织的其他
国家而言，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支
出的水平基本持平，高出部分主要
集中在美国的私人医疗支出。也就
是说，美国的医疗体制之下是有钱
人的天堂。以平均住院成本为例，
美国的住院成本高达经合组织国家
平均住院成本的两倍，而价格是美
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成本差
异的主要原因。

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
重要原因在于大资本对医疗行业的
垄断。美国的医疗行业是个高度垄
断的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大资本
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紧紧把控住院
服务和医药产品的定价权。为了寻
求利益的最大化，医院的人工费用、
服务费用和医疗产品的价格被不断
哄抬。不仅如此，美国医学会、美国
医院协会和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
协会等利益集团每年更会投入大量
政治献金，通过游说寻求其在政治
领域内的代言人，推行有利于医疗
服务供应方的政策，从而强化他们
的市场力量。

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长期滞
后。美国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人均
行政费用约为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平
均水平的4倍，远远超过美国在疾病
预防或长期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因此，尽管医疗卫生支出很高，但是
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
康指标看，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比诸
多经合组织国家差。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帮助各级政
府有效预防疾病并为紧急情况和持
续挑战做好应对准备，但缺乏盈利
空间。与美国所拥有的顶尖的医疗
人才、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医
疗资源相反，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近年来处于长期滞后状态。美
国各州的公共卫生部门资金长期不
足，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基金也被
大幅削减。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
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近4万个

工作岗位被裁撤，同时由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管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
划的联邦资金被削减了近半。由于
美国的防疫体系依赖于各州卫生部
门的检测和病历跟踪，再由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进行信息汇总和指导部
署。因此，长期滞后的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直接导致了疫情中各州卫生部
门人手的严重短缺，从而造成了防疫
过程中检测能力、病历跟踪能力、安
排治疗能力的落后和抗疫的低效。
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美国昂贵的医
疗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了。

资本利益主导下，美国
医疗体制抗疫必然失灵

资本裹挟下的美国医疗体制
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投资不足
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又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美国人民获得基本卫
生保障的可能性。这是造成美国在
新冠肺炎疫情中死亡率较高的重要
原因。在疫情中，美国的大医疗资
本凭借疫情大肆敛财，美国的底层
民众却因无法支付高额的治疗费
用而深受其害。这种资本利益主
导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必将导致美
国式抗疫的失灵。

美国医疗大资本借新冠肺炎
疫情财富激增。资本从来不是为
了解决危机，而是借助危机来攫取
高额利润。在此次疫情之中，美国
的医院和医药公司并未降低医疗
费用——事实上，与欧洲相比，美
国境内各类新冠疫苗的价格普遍
高于欧洲。通过疫苗的研发与专
利申请、医院资源的挤兑等方式，
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在此次疫情中
赚得盆满钵满。

以美国几家著名制药公司和医
疗设备生产公司的业绩为例。从
2020年3月至今，美国的强生、辉瑞、
史塞克和再生元制药等公司的股价
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辉瑞公司
2021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68.24%，再生元制药2021年
中报的营业收入更是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102.83%。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
美国蓝领工人和日益衰减的中产
阶级为代表的大部分美国人还处
于艰难度日之中，沦为疫情和经济
大衰退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大量
低收入人群在获取食物、保持工作
岗位和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方面困
难重重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资金投

入股市，以此作为仅有的投资渠
道，从而导致海量资金涌入美国股
市，又进一步使美国大资本的财富
暴增。

美国政府的救助政策意在救
资本而非救人命。资本所垄断的
不仅仅是市场，还有政策制定。美
国利益集团强大的游说力量在很
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
走向。疫情之中，美国两党政客提
出的抗疫措施都是从背后的资本
集团利益出发，并且迎合自身的
选民需求以扩大政治基本盘。政
府奉行“资本至上”的行事逻辑，
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费
用昂贵问题，既没有意愿也缺乏
能力去改变——不仅没有通过大
幅降低医疗成本来控制疫情，反
而维护大资本的利益，一味追求
经济复苏而忽视了其对国民生存
权的保护责任。

观察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提
出的疫情救济计划，不难看出，美国
政府的救济政策倾向于维护资本利
益。特朗普签署的《新冠病毒援助、
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共计投入 2
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但其中与
医院、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相关的
经费仅有1800亿美元，仅占总投入
比例的9%，而给大公司企业、小型
企业的贷款基金则分别高达 5100
亿美元和3770亿美元，占总投入的
44.35%。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3 月
签署的经济救助计划，计划投入1.9
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其中直接
金融援助高达6561.8亿美元，占总
投入比例的 34.5%，而卫生领域仅
投入862.4亿美元，占总投入比例的
4.5%。

美国的医疗体制为垄断大资
本服务，垄断资本主导着美国的
医疗卫生政策设置，因而在不断
强化大资本的垄断性。这种“为
资本不为生命”的体制特点决定
了，美国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
和个人缺乏团结抗疫的主动性与
能动性基础，也决定了美国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的必然失败。

（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 8月
23日第13版 作者：俞凤，系中国社
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魏南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只为资本 不为苍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医疗体制之痛

2020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载了一篇题为《我们
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评论文章。在美国政府当时不断吹
嘘其抗疫成就的背景下，这篇文章给美国贴上“失败国家”的
标签，格外引人注目。文章直言，新冠危机要求迅速、理性和
集体的应对，美国却表现得像一个基础设施落后、政府运转失
灵的国家。

彼时，文章作者、《大西洋月刊》记者乔治·帕克在文末“喊
话”美国政府，“攻克疫情的战斗，还必须是一场恢复我们国家
健康并加以重建的战斗，否则，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苦难和悲痛
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美国作为拥有充足医疗资
源与完整应急管理体系的超级大国，依然深陷疫情泥沼。
美国目前已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的上升期，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数自7月起快速上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美国8月20日新增确诊157450例；
19日前7天日均新增确诊134859例，为今年2月2日之后
的新高。

仍在攀升的病例数字，与此有关的频发社会冲突和危机，
让彭博社6月初将美国推上“全球抗疫韧性”排行榜榜首、美
国俨然成为“抗疫全球第一”国家显得极为讽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国图智
研究院，近日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用翔
实数据证明，美国堪称“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头号强国”何以沦为“第一抗疫失败国”？美国抗疫失败
给全球增加了哪些风险？美国个别政客和媒体反复就新冠疫
情抹黑他国、转移民众注意力，未来该如何应对？就相关问
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8月19日专访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研
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
长陈向阳。

美国是抗疫“头号战败国”渐成共识

在陈向阳看来，“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的名号，美国
“当之无愧”。他早在去年的《东北亚学刊》第5期上就发
表《疫情影响下的国际政治：撼动霸权，打造多极》一文，
提出过类似观点。文章说，由于美国民粹政客当道，其抗
疫表现实在糟糕，疫情几乎失控，美国因而成了抗疫“头
号战败国”；错误的“美国优先”，导致美国疫情最重、失道
寡助。

美国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继续在全球“遥遥领先”，同
时却放任病毒输出危害全球，也继续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政
治溯源”，打压说真话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陈向阳说，这充
分证明，美国是抗击新冠疫情“事实和道德上的双料‘头号战
败国’”。在与国内外学者交流的过程中，陈向阳发现，这正在
成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美国治理体系弊端暴露无遗

中国智库报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发布后，一
时成为全球热议焦点，数十家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数次登
上中外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全球阅读量逾5亿。英国《独
立报》8月10日刊文引用研究报告分析和结论说，美国两大
党派竞争下的联邦体系未能承担起责任，在不同层面上推
诿扯皮，这构成了抗击大流行病时“不团结的美国”形象；美
国不是在遏制病毒的全球传播，而是在从事“病毒来源追踪
恐怖主义”。

谈起美国抗疫失败、乱象丛生的原因，陈向阳从四个方面
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一，从政府到民众，美国在思想上对新冠病毒麻痹大
意，过于轻“敌”甚至狂妄自大。前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淡化新
冠病毒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称，“与流感相比，新冠病毒在大
多数群体中远没有那么致命”。推特因这些言论“可能含有误
导性信息”而对其贴上了警告标签。

第二，美国政府没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确指导，也
没有人民安全的概念，没能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抗
疫与经济复工复产，总是过早解封、急于经济复苏，招致疫
情反复反弹。去年4月，美国第一波新冠疫情仍处于高峰
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超过3万例，特朗普却在4月
17日连发三条推文，敦促“解放”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弗
吉尼亚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所在州解封过早，致使疫情反弹风
险大大增加。

第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将选战凌驾于抗疫之上。疫
情从发生之初就沦为两党政治角力的工具和讨价还价的筹
码。特朗普一再忽视疫情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风险；民主党
则在其主政的各州热衷于“打嘴仗”，无暇在实际抗疫行动上有所作为。两党将抗疫和疫苗
接种政治化，致使“鹬蚌相争、病毒得利”。

第四，变异病毒不断涌现并在美国迅速蔓延。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8月
17日报道，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持续蔓延，包括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美国有5个
州上周平均日增确诊病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8月8日接受美媒采访时坦言，美国在遏制
“德尔塔”感染病例数激增问题上失败，“现在正在付出可怕的代价”。他说，政治因素使美国公
众对缓解流行病战略的意见分化，强制接种疫苗或者戴口罩变成了表明政治立场的行为。“我
们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真的不需要在对待一种正在杀人的病毒问题上两
极分化。”

党同伐异的两党制、各自为政的联邦制、反科学反常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将病毒污名化
的种族歧视、个人至上的所谓“民主、自由”……陈向阳表示，美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弊端，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暴露无遗。

“美国风险”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作为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无法控制本国疫情，对全球抗疫大局造成了巨大冲
击。陈向阳指出，由于美国抗疫不力、放任病毒扩散，全球取得防控新冠疫情胜利的时间被大
幅延长。加上奉行“美国优先”的“疫苗民族主义”，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疫苗、备受疫
情折磨。美国还胁迫、干扰世卫组织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严重扰乱国际
抗疫合作大局，直接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据路透社8月1日报道，由于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有拉美国家向COVAX支付的疫苗款
项遭遇拦截，导致COVAX迟迟未能分发疫苗。美国还拖延兑现为COVAX捐助5亿剂疫苗
的承诺，迄今捐出还不到2000万剂，同时在国内继续囤积巨量新冠疫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8月10日报道说，在美国有数百万剂疫苗已经过期或接近过期。仅在7月份，阿肯色州就销毁
了8万剂过期疫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疫苗公平是实现人权的关键，如果不能确
保公平获得疫苗，那将是一个新的道德崩塌。

在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三家智库推出的《“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是
对彭博社反科学反常识、荒谬地将美国送上全球抗疫“排名第一”的一次回击。对于美国社会
撕裂、抗疫被党派利益绑架，陈向阳说，外人除了叹息，实在是爱莫能助，能够做的，就是持续揭
露美国对外甩锅栽赃的真相，揪出美国抗疫失败的内在元凶，以正视听。

8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依据中国智库报告发表题为《中国称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内
斗导致美国成为“第一抗疫失败国”》的文章，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报告内容：“报告直截了当地驳
斥了美国的说法，即‘武汉病毒实验室可能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起源’，指出美国是‘疑似暴
发源’。”该媒体机构当天还联系白宫询问其对报告的回应，但白宫未予置评。

(原载8月22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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