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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
◀上接A13版

https://www.news- medical.
net/news/20190821/Mysterious-
lung- disease- linked- to- vaping-
spreads-across-14-US-states.aspx

https://edition.cnn.com/2019/
08/17/health/vaping- lung- dis-
ease-states/index.html

学 术 论 文 ：《Pulmonary Illness
Related to E-Cigarette Use in Il-
linois and Wisconsin-- Final Re-
port》

《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
体刊文表示，区分“电子烟肺炎”和后来
被发现的新冠肺炎是有“难度”的，因为
两者的一些症状很“相似”，会导致诊断
上的困难。

https://www.thelancet.com/
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
2600(20)30450-1/fulltext

https://www.medpagetoday.
com/pulmonology/smoking/90294

应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权威
肺病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
烟肺炎”病例的研究论文，并对其中142
位“电子烟肺炎”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
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
细全面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
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有
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
者，还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
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
间，都在2020年以前。

http://news.sciencenet.cn/ht -
mlnews/2021/8/462683.shtm

◆美国民众请愿公开德特里克堡相
关信息。2020年3月，民众在白宫请愿
网站发起请愿，要求美政府公开该基地
信息，特别是2019年关停陆军传染病医
学研究所实验室的原因，并澄清是否与
新冠病毒有关。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
应，该网站已被整体下线。

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
室安全事故频发。

◆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北卡
罗来纳大学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
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
故，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
新冠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且许多病毒
经过了基因改造，共8名研究人员可能
被感染。除了2020年4月1名研究人员
因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隔离14
天之外，其他所有面临病毒感染风险人
员均正常工作生活，且有关事故报告还
特意删除了基因编辑情况、事故处理过
程等关键细节，并拒绝向公众解释潜在
的风险。

https://www.propublica.org/
article/here- are- six- accidents-
unc- researchers- had- with- lab-
created-coronaviruses

https://www.propublica.org/
article/near- misses- at- unc- cha-
pel-hills-high-security-lab-illus-
trate- risk- of- accidents- with-
coronaviruses

三、美国是全球生物实验室最多、最
不透明的国家。

◆美国在包括非洲、中东、东南亚
以及前苏联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设
立了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室，其中有
些实验室所在地曾经暴发过大规模传
染病。俄罗斯方面有官员表示，俄方
认为美国控制的实验室在俄罗斯和中
国边界附近开发生物武器。乌克兰、
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均有官员对美国
海外实验室的安全性和所从事的秘密
活动表示担忧。

◆2021 年 9 月，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报道称，韩国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
会将驻韩美军的生化实验室与德特里
克堡告上法庭。韩国军方人士也揭发
了驻韩美军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德
特里克堡曾15次向驻韩美军发送炭疽
病菌，美军还在釜山港码头设立了一
个生化实验室。消息人士称，韩国团
体起诉美军与德特里克堡是因为恐
惧，炭疽病菌曾经被当作生化武器使
用，德特里克堡将这种危险品运到韩
国境内的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说明
美方在酝酿一个大阴谋。

四、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北
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掌握人为改造
病毒却“不留痕迹”的技术，且长期同美
军方开展密切合作。

◆2020年9月，巴里克在接受一家
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
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https://www.huffingtonpost.it/
entry/e- possibile- creare- un- vi-
rus- in- laboratorio- senza- lasci-
are-traccia-la-risposta-dellesper-
to_it_5f5f3993c5b62874bc1f7339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
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
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
克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
2007 年 获 得 批 准 ，专 利 代 号 为

US7279327B2。
https://www.pnas.org/content/

100/22/12995
https://patents.google.com/

patent/US7279327B2/en
◆巴里克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

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
究。按照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杂志的说法，这是因为他想复活和造
出更多冠状病毒，以研制能对抗这些
病毒的药物。

https://www.technologyre -
view.com/2021/06/29/1027290/
gain- of- function- risky- bat- vi-
rus- engineering- links- america-
to-wuhan/

◆2020年5月，美国NBC新闻网的
地方频道WRAL在报道中指出，巴里克
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在一些人看来是突
破性的，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鲁莽和
不计后果的。他们害怕巴里克的技术一
旦不能妥善地应用，或他拥有的病毒一
旦泄漏，将会造成可怕后果。

https://www.wral.com/coro -
navirus/controversial- virus- re-
search- seen- both- as- ground-
breaking-reckless/19098107/

◆美国是全球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
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验方。病毒“功能
增益”实验所需嵌合病毒的方法是巴里
克的独家专利，该技术所需辅助软件和
基因比对设备等也同样为美国独有，任
何人使用都需要获得授权并留有痕迹。
巴里克掌握着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
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根据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在
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巴里克不仅可以依
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就培育出活生生
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
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https://www.technologyre -
view.com/2021/06/29/1027290/
gain- of- function- risky- bat- vi-
rus- engineering- links- america-
to-wuhan/

◆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
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
即 美 国 陆 军 传 染 病 医 学 研 究 所
（USAMRIID）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
IRF-Frederick）均有密切联系。大量
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
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
毒的研究。2018年英国《自然》杂志上
的一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
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利萨·托尔泽夫斯
基（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
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
毒感染了猴子。

◆巴里克曾经教导过的博士生利
萨·亨 斯 利（Lisa Hensley）曾 是
USAMRIID的科学家，并与巴里克有过
多次合作，后来还加入了IRF-Freder-
ick，并担任这家美国政府科研机构的副
主任。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
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

“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
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但应用这些
危险病毒技术的 USAMRIID、IRF-
Frederick乃至巴里克自己在美国北卡
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室，都存在不良安全
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
研究的P4实验室。

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
技术、最完备的医疗体系，却成为确诊和
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充分反映美
应对疫情不力。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 1月
30日就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美国却直至
3月13日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虽然很
多和美国同步暴发疫情的国家都已经有
效控制疫情，而美国疫情仍呈波动上升
态势；虽然远离中国、远离湖北和武汉，
但美国疫情防控成效却大大落后于湖北
周边省份。

与中国应对疫情反应相比，从2020
年1月3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到
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花了70天时间。即便以2月2
日美方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
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为起算点，到
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美方也耗费了40天。

◆2020年10月7日，美国媒体援引
一份政府内部备忘录报道称，与白宫相
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至34人，感
染源头很可能是9月26日时任总统特朗
普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大法官提名仪
式，该活动被定义为“超级传播事件”。
视频和照片显示，这场活动只有不到三
分之一的人佩戴口罩，几乎没有人保持
安全的社交距离。

10月 8日，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发表社论，谴责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
毒大流行的反应“完全不合格”，“把一场
危机变成了一场悲剧”。

10月，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知名智库
“外交关系委员会”支持的独立工作组
发布专题报告《提升大流行应对准备：
新冠疫情的教训》，反思了美国应对疫
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报告认
为，白宫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和
专业团队。尽管情报部门和公共卫生
部门已经发出警告，美国也宣布疫情
为国家安全威胁，但没有采取相应行
动，动员全国力量十分缓慢，耽误了数
周宝贵时间，也未能实施全国性的检
测和接触追踪。联邦没有明确的指导
原则，导致许多州过早地放松了管制
措施，进而出现新的感染高峰。特朗
普政府针对公众的公共卫生风险沟通
存在错误。官员未能向公众提供清
晰、可靠和基于科学的信息，未能保护
公共卫生官员免受骚扰和人身攻击，
未能及时发布公共卫生措施指南。美
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职责不清。
联邦对州和地方卫生系统的投入不
足。美国国内与国际缺乏协调。缺乏
多边机制来鼓励疫苗、药物和诊断等
的全球联合研发和公平分配。现有的
国家和全球流行病监测和评估系统存
在局限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无
法及时获得数据。

◆2021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
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
联合研究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
真相》报告，指出美国是“抗疫失败国”，
反科学反常识，掩盖真相，将抗疫问题政
治化、抗疫措施货币化，富者财产急剧膨
胀，普通民众生活倒退，社会撕裂、种族
矛盾进一步加剧。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
相互掣肘、层层推诿，构成了“散装美国”
抗疫格局。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
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暴发后，
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同时，
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对外出口新
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分之
一。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大
搞“溯源恐怖主义”和对他国的有罪推
定，并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国际
抗疫秩序。

◆美国国内两党之间关于抗疫问题
的“指责游戏”从未停止。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两党一些政客就在如何看待和
应对疫情的问题上争斗不止，将抗疫政
治化，大搞“党争优先”，导致美国联邦政
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党派主导的州
之间抗疫措施力度不一，抗疫资源分配
不均，就连戴不戴口罩这样简单的问题
都引发了一场“政治大战”。有美国媒体
形象地指出，美国人对疫情的反应充斥
着“红队对阵蓝队”的政治色彩。

2021年6月，16名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人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商业
公司、医院、疗养院、高校、保险公司等强
制或以其他方式要求其员工、客户或学
生接种疫苗。

2021年6月底，泰德·克鲁兹、苏珊·
柯林斯等共和党籍资深联邦参议员联合
发起动议，敦促美国疾控中心取消自
2021年2月起实施的口罩强制令。该强
制令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实施的新政
之一，要求全美范围内所有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
面临刑事处罚。而克鲁兹等共和党人认
为，已接种疫苗者无须遵守口罩令。

六、美国政府淡化疫情，迟报瞒报，
导致疫情大暴发。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伍德沃德在其
新书《愤怒》中曝光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接受采访录音部分内容，证实特朗普在
美疫情初期明知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性，仍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病毒威胁。
2020年2月7日，特朗普对伍德沃德表
示，他认为疫情非常棘手。2月10日，特
朗普在白宫公开活动中声称美状况很
好，很多人认为病毒到了4月就会因为
天气转暖而消失。3月19日，特朗普对
伍德沃德表示，他有意淡化疫情的严重
性，因为不想制造恐慌。3月25日，特朗
普又在白宫记者会上声称，没有人能预
料到疫情发展态势。在7月的采访中，
特朗普撇清自己对疫情的责任，声称疫
情不是他的错。伍德沃德称，特朗普本
可在2月初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新冠病
毒的威胁，但却没有抓住机会。如果特
朗普能在第一时间告知美民众真相，在
抗疫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就不会有如
此多无辜的生命遭到病魔荼毒。

◆美国疾控中心官网2020年 3月
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
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2020年8月，医学期刊《柳叶刀》
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
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
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
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
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
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
失败。

◆2020年5月，佛罗里达州公共卫
生部门主持专项新冠肺炎疫情统计的琼
斯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不断接到政
府指令，要求修改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删

除可疑病例早于确诊病例的数据，为全
州重启经济营造虚假舆论环境。她执意
坚持在系统内录入真实数字，遭到佛州
政府的解雇，理由是她“行为乖张，不服
从命令”。

七、美国压制专业人士在疫情问题
上发声，对科学家搞党同伐异的噤声运
动，造成严重后果。

◆2020年 3月 10日，《纽约时报》
刊发重磅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美
国如何错失了遏制新冠病毒的良机》。
文中记述了一名美国“吹哨人”海伦·朱
博士在美国疫情暴发之初所做的一系
列努力，以及在此期间不断受到的阻碍
和压制。

海伦·朱博士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分校的传染病学专家。1月下旬，美国
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在她所在
地区。由于海伦·朱博士的实验室并非
临床实验室，所以开展冠状病毒测试需
要得到当局批准。但几乎她接触的所有
官员都拒绝了她的提议，州监管机构甚
至要求他们完全停止测试。

海伦·朱博士说，“感觉在坐以待毙，
等待大流行的到来。我们之前能帮上
忙，但什么都做不了”。2月25日，海伦·
朱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没有政府批准的
情况下开始进行冠状病毒测试。结果证
实了他们的担心。他们很快在美国首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地区的一名青少年
（既没有旅行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知病
例）那里查出了阳性检测结果。海伦·朱
博士判定，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妙了。这
名青少年病例极有可能预示着：“病毒已
经无处不在了。”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
长布雷特·克罗泽因舰上发生疫情呼吁
采取果断行动，让舰员下船隔离，避免不
在战时的水兵赴死，被五角大楼以“判断
失误”为由解除指挥职务。美国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发表声明称，“新
冠病毒大流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克罗泽舰
长担心船员的健康和安全是有道理的，
他只是没有妥善处理巨大的压力。解除
他的指挥权是一种过度反应。”

◆在美国，先后服务过6任总统、曾
获得代表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
由勋章”的著名传染病专家福奇，因反驳
共和党人的荒谬言论，频遭白宫“口诛笔
伐”。福奇透露其家人甚至收到反对者
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
助。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
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
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
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
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
种做法“十分危险”。

https://www.npr.org/sections/
coronavirus-live-updates/2020/08/
05/899415906/fauci- reveals- he-
has- received-death- threats- and-
his- daughters- have- been- ha-
rassed

◆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大利
亚学者丹妮尔·安德森因反驳武汉实
验室泄漏论，遭到美国国内极端分子
尖酸刻薄的攻击和谩骂，不得不向警
方报案。

https://www.smh.com.au/na -
tional/eat- a- bat- and- die- vile-
threats- against-wuhan- lab- con-
spiracy- buster- 20210701- p5861i.
html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
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
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
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
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

◆美国医学专家彼得·霍特兹发文
称，一群极端保守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其
他具有极右倾向的公职人员正对美国著
名生物科学家发起有组织、似乎经过精
心协调的攻击。

https://www.scientificameri -
can.com/article/the- antiscience-
movement- is- escalating- going-
global-and-killing-thousands/#

◆《柳叶刀》新冠肺炎疫情委员会
疫情溯源特别工作组中的美国专家受
到“威胁”，被施压要求放弃有充足科学
证据的自然起源论，转而支持“实验室
泄漏论”。

八、美国政府“政治私利至上”，不断
甩锅推责，散布虚假信息，污蔑他国。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
力地用虚假消息攻击中国。美国Po-
litico 网站曝光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
员会给党内各阵营发送一份长达57页
的备忘录，鼓动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
极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该备忘
录给出三大攻击路线：一是批评中国
掩盖疫情；二是指责民主党对手对华
立场软弱；三是强调自己会向中国追
责。该备忘录还表示要把中国作为
2020年美大选的中心议题。这表明，
栽赃、攻击中国已经成为共和党竞选
的“全政府策略”。

◆据美国媒体披露，2020年3月20
日，美国白宫国安会要求各联邦机构统
一口径，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中国策
划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同日，时
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表示，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散布虚假信息，诋毁
美国为防控疫情所做的工作。美方一方
面要求联邦机构统一口径来对外攻击抹
黑中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是中国、俄罗斯
和伊朗在散布虚假信息。到底是谁在散
布虚假信息，一目了然。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
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纳
森·波拉克博士在接受《中美印象》采访
时表示：“相比中国，美国抗疫工作糟糕
透了。特朗普难辞其咎，现在将他自己
的错误归咎于中国和其他相关方，然而
新冠病毒可不是民主党的一员，也不隶
属中国政府。”

◆疫情发生以来，美西方社交媒体
上充斥着大量的疫情阴谋论，美国有些
官员、议员、媒体、机构在拿不出任何证
据的情况下，炮制和散布了大量针对中
国的虚假信息，无视基本事实，对中国进
行“有罪推定”式的抹黑和攻击。

◆2020 年 4 月，美独立新闻网站
“灰色地带”发文揭露美国保守派记者
与政府配合散布虚假信息全过程：《华
盛顿邮报》记者罗金曾屡屡炮制假新
闻，他在4月 14日以似是而非口吻对
美国驻华使馆电报断章取义，把反华
分子虚构为“科学家”，撰写出漏洞百
出的“爆料”文章。15日晚，共和党参
议员科顿发表阴谋论，称中国政府要
为疫情所有损失负责。17日，时任美
国务卿蓬佩奥将该阴谋论“带到全球
舞台”，要求中国允许专家进入武汉病
毒研究所调查。

https://thegrayzone.com/2020/
04/20/trump-media- chinese- lab-
coronavirus- conspiracy/amp/?
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2020年6月，澳大利亚研究院发
表报告指出，美国借疫情操纵网络水军，
散布新冠病毒为中国政府人为制造生化
武器的阴谋论。

◆美国记者迈克尔·戈登引用美方
一份所谓未公开的情报，声称基于“3名
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患病”的信息，对所
谓“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虚假
信息进行炒作。正是这个记者，在19年
前以捕风捉影的造假手段炮制了伊拉克

“试图获得核武器”的假消息，直接助推
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同样是
这个人以相似的谎称匿名消息的手段，
再次炒作“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
漏”，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九、美国放任游客向他国输出病毒
导致当地疫情暴发。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发布的
数据，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美国
公民累计经空港、陆地出国2319.5万人
次。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系美国
疫情高峰期，日均新增确诊病例18.6万
例，同期美国公民日均出国8.7万人次，
达到阶段峰值。

◆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初，新
西兰自美输入病例182例，位居新西兰
输入病例第二位。

◆2020年3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表示，在澳大利亚确诊的新冠肺
炎病例中，约80%是输入性病例，其中大
多数病例来自美国。

◆2020年5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研究结果显示，该国约70%确诊病例
感染的病毒毒株来自美国。

◆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公共卫生研究
所和麦吉尔基因组中心研究结果显示，
魁北克疫情感染源主要来自欧洲和美
洲，而非亚洲。

◆2020年4月，日本国立传染病研
究所调查报告显示，自3月以来的第二
波大规模传染可能是欧美输入病例导
致。

十、美国大肆驱赶非法移民，向拉美
国家输出病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
引美国国土安全部边境巡逻部门消息，
2020年3月至9月，美国共遣返16万非
法移民。

◆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等
60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
府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驱逐非法移民，
将全球置于风险之中。在美国遣返的
哥伦比亚移民中有三分之一感染新冠
病毒。

◆危地马拉卫生部长2020年4月
表示，50%—75%的自美遣返人员被确
诊，占该国确诊人员总数的19%，其中仅
4月13日一架载有76名自美遣返人员
的航班中，就有71人核酸检测阳性。

◆2020年6月18日，美国《纽约时
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
新冠病毒？》的社论指出，美国现在是世
界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
美国遣返的移民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的人不在少数，对他国公共卫生造成
威胁。

十一、驻外美军随心所欲，加剧日
本、韩国感染几率。

◆2020年7月初，日本冲绳县知事
召开新闻发布会说，驻日美军基地数十
名士兵确诊，但美军拒绝采取隔离措施，
大批士兵依旧离开基地在外狂欢。

◆2021年2月13日，在驻韩美军乌
山空军基地工作的一名士兵违反韩国防
疫政策，在家中举行聚会，有19名外国
人和2名韩国人参加，随后聚会人员中
出现确诊者。到2月22日，参与聚会者
中已有9人确诊感染。

◆2021年5月31日，大量驻韩美军
人员休假外出，在釜山海云台海滩聚集
且拒不佩戴口罩，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十二、美国“携毒”军演，可能导致英
国、泰国“中招”。

◆2021年7月12日，“伊丽莎白女
王”号航母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和

“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在亚丁湾进行联
合演习。演习后两天，“伊丽莎白女王”
号航母被曝出现疫情，大约有100例新
冠感染病例。消息得到英国皇家海军发
言人证实。

https://www.maritime-execu-
tive.com/article/positive- covid-
tests- on- british- flagship- hms-
queen-elizabeth

◆路透社2020年8月2日报道，泰
国国防部表示，赴美参加联合军演后，9
名从美国夏威夷返回的泰国士兵被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泰国紧急暂停了泰军与
美军的联合演练计划。

https://www.reuters.com/arti -
cle/uk- health- coronavius- thai-
land-idUKKBN24Y0E0

十三、美方奉行单边主义，拒绝国际
合作。

◆在叫嚣调查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同
时，美国恰恰是唯一反对建立多边生物
核查机制的国家。早在2001年，国际社
会本已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正是美国以

“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突然单方面
退出，导致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
20年来，美国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
声，独家反对重启BWC核查议定书谈
判。即便没有溯源问题，美国也应该给
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2020
年5月19日协商一致通过了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决议，要求查找新冠病毒的
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包括
中间宿主的可能作用，以减少今后发
生类似事件的风险。中国同144个国
家一道，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
国。而美国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决议
的共提。

◆2020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卫
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提供
的任何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或具
体证据。

十四、美方持续向世界卫生组织施
压，针对中国进行政治操弄。

◆2020 年初开始，在国际抗疫关
键阶段，美国先是缩减世界卫生组织
经费，随后威胁并最终正式通知联合
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美国奉行
单边主义、退群毁约的又一例证。美
国这一做法破坏国际抗疫努力，未能
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没有
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美
国媒体批评此举破坏国际公共卫生合
作，损人不利己。

◆2021 年 7 月，英国分析人士汤
姆·福迪在“今日俄罗斯”网站撰文称，
美国长久以来都在借助政治操弄的方
式施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早在一
年前，美国政府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至全球的时候，想方设法针对中国进行
各种政治操弄。

https://www.rt.com/op- ed/
530050-china-us-who-function/

◆2021年1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
主席彼得·达萨克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专家组成员，赴武汉进行联合溯源研
究，由于公开回击美媒“中国阻碍世卫在
武汉的溯源研究”抹黑论调，他遭到美国
政客威胁，不得不退出新冠病毒溯源研
究项目。

◆2021年7月28日，在联大听取新
冠肺炎疫情应对评估独立专家组通报会
上，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独家就溯源
问题攻击中方，偏离会议主题，大肆污蔑
中国，这是美国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的又一例证。

◆中方主张在联合国生物安全框
架下推进对美国生物实验室核查，并已
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关于德特里克
堡的疑点》《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
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两份非
文件以及环球网转达中国民众呼声、
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公开信，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先对美国陆军传染病医
学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进行正式
溯源调查，但迄未收到明确答复。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