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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美国机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较前一年缩短近1岁，是这项数据连续
第二年下降。美联社报道，2020年和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两年降了近3岁，上一次出现如此降
幅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舆论分析认为，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连续下降一方面与新冠疫情相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美国公共
卫生系统中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凸显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

人均预期寿命指当年新出生的婴
儿，结合当年死亡率，预期可生存的平
均年数，是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
标之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员
罗伯特·赫默说，它是美国“人口健康的
最基本指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下属全
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6.1岁，
较2020年缩短0.9岁；2020年美国人
均预期寿命为77.0岁，较2019年缩短
1.8岁。2019年至2021年，美国人均预
期寿命下降了2.7岁。其中，男性人均

预期寿命缩短3.1岁，降至73.2岁；女性
人均预期寿命缩短2.3岁，降至79.1岁。

报告认为，新冠疫情是导致美国
2021年人均预期寿命缩短的首要原
因，其他主要原因还包括意外伤害、心
脏病、慢性肝病和肝硬化、自杀等。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与健康
中心名誉主任史蒂文·伍尔夫表示，这是

“历史性”的降幅。与美国一样，其他高
收入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第一年也遭受
重创，但这些国家中大多数人均预期寿
命已开始慢慢恢复，“没有一个国家像美
国那样出现人均预期寿命持续下降”。

多位专家也指出，新冠疫情是导致
美国人口死亡率上升的一大因素，但疫
情对公众的影响远超出感染病毒本身，
它犹如美国社会问题的放大器，折射出
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公共卫生治
理危机等深层次矛盾。

疫苗接种效率不高，防控措施执行
不力，连最基本的“口罩令”都饱受争议
……在很多方面，“美国显然是一个特
例”——谈及美国疫情防控与其他国家
的差距，伍尔夫这样表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
共卫生学院副院长乔舒亚·沙夫斯坦表

示，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下降与社会
上散布新冠疫苗接种不实消息，决策层
没有放弃利润驱动的医疗保健并且未
推进全民医保，以及保护公众健康方面
的其他不足相关。

沙夫斯坦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以自
问自答形式提出一连串问题：“拒绝采
取合理的公共卫生措施，将这一问题
政治化，这是否使许多人受到伤害？
是。美国在提供全民医保方面的失败
是否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死亡？是。是
时候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了
吗？是。”

疫情放大社会问题

日本民间机构最新调查显示，涨价
商品将超过1.8万种。另有报道说，大规
模的涨价9月份才会拉开序幕。去年下
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资源类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导致日本进口物价大幅攀
高，消费物价随之快速上升。

此间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日本国
内面临的是输入型通胀，根源在于进口
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而美联储连续激进
加息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更推动了涨价，
这是造成日本国内通胀水平急升的一个
重要原因。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通过
加息向世界输出了通胀。

截至今年7月，日本核心消费价格
指数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涨。日本民
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街头采访时多数都
抱怨：食品涨价最为明显，外出用餐的次
数减少了，更多的时候是在家吃饭，此外
别无他法。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各行各业提价
的最主要原因。根据总务省统计报告，今
年7月日本电费同比上涨19.6%，管道天
然气涨价18.8%，煤油等上涨19.6%。当
月食品涨价也比之前更加突出，进口牛肉
和普通面包的价格涨幅均超过12%。

今年以来，美联储一再加快货币政
策紧缩步伐，日本央行受困于国内需求

疲软、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被迫坚守超
宽松货币政策，日美央行货币政策的差
别令日元汇率一路狂跌。9月2日，日元
对美元汇率已由年初的115日元兑1美
元一度跌进140日元区间，刷新24年低
点。日元年内贬值幅度超过20%，日本
民间对日元贬值的抱怨之声不断高涨。

日元大幅贬值进一步放大了国际商
品价格暴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央
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进口商品价格
持续飙升，日本企业物价连续17个月同
比上涨，7月企业物价指数创下有统计以
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统计中的500多种
商品中80%以上价格上涨。当月，如果
以日元计算企业进口物价，价格同比涨
幅高达48%。

东京一家蔬果店店主对记者表示，
店里很多商品是进口的，随着日元贬值
都涨价了。以前100日元就可以买到的
商品，现在140日元才能买到，压力真的
非常大。

不仅是普通消费者，很多议价能力
低、难以进行价格转嫁的中小企业同样
因日元贬值陷入困境。民间企业信誉调
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日前发表报告
说，在8月份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
表示受困于采购价格高企却无法向下游
实施价格转嫁，有5家企业当月因日元
贬值相关原因破产。

物价持续上涨让复苏乏力的日本经

济陷入更加复杂的困境。日本央行行长
黑田东彦指出，成本推升型通胀不同于
央行所期待的需求扩张型通胀，不仅不
能刺激消费，反而令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不利于日本经济复苏。

日本对此几乎无计可施。7月日本央
行发表公报，上调本财年通胀预期，再次重
申将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专家认为，央
行在抑通胀还是保经济之间陷入两难。

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民间
代表、法巴证券全球市场部副会长中空

麻奈指出，美联储激进加息对全球经济
造成过度杀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
大幅下调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这
一举动实际上已认定将出现滞胀。

有专家表示，随着美联储继续加息，
年内日元仍有可能进一步走软，日本物
价上涨的压力也将持续增加。美联储加
息不停，美国向世界转嫁通胀的警报就
不可能解除。

（新华社东京9月6日电 记者刘春
燕 钟雅 李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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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更推动物价上涨

日本经济陷入更加复杂困境

一名女子从美国纽约炮台公园内为悼念枪支暴力遇难者摆放的白色瓶花旁走过。 新华社/路透

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显示日元对美元汇率信息的电子显示屏。 新华社发

新华社渥太华9月5日电（记者
林威）加拿大警方5日证实，4日发生
在中部萨斯喀彻温省的持刀刺人事件
一名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至此，这
起事件已造成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
11人死亡、19人受伤。

加拿大皇家骑警5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当地时间4日11时30分警
方在事发地区发现一具男性尸体，5
日中午确认其为一名犯罪嫌疑人。警
方推断另外一名在逃嫌疑人也已受
伤，并确认两名嫌疑人是兄弟关系。

警方称，这起事件受害者中有些

人遭到有针对性的袭击，有些则为随
机遭袭。

同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承诺联
邦政府将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并宣布
首都渥太华议会大厦连续两天降半旗
以示哀悼。

当地时间 4 日 5 时 40 分起，萨
斯喀彻温省多地警方陆续接到发生
刺人事件的报警电话。警方同日
说，持刀刺人事件造成 10人死亡、
至少15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两
名男子实施了系列袭击，随后开车
逃离现场。

加拿大警方称持刀刺人事件一名嫌疑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9月5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
院法官艾琳·坎农5日批准任命一名独
立专员，审查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前总
统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查获的物件。

坎农在一项法庭命令中说，这名独
立专员将负责审查海湖庄园查获物件
中个人物品、文件，以及可能涉及律师
与客户保密特权或行政特权的材料。

坎农还暂时叫停美国司法部出于
调查目的审查或使用从海湖庄园查获
的物件，以待该独立专员完成审查。
美国司法部和特朗普律师被要求不晚
于9日联合提交独立专员人选名单等。

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

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执
行搜查令。据近期被授权解封的信
息，查获物件中有超过1.1万份政府
文件和照片，其中100余份标有密级，
54份为“秘密”、31份为“机密”、18份
为最高级别的“绝密”。

特朗普否认有不当行为，指责联
邦调查局及该机构上级美国司法部出
于政治目的搜查海湖庄园，称查获物
件中有一些材料受律师与客户保密特
权和行政特权保护，主张任命独立专
员进行审查。

美国司法部认为让独立专员介入
将减缓调查进程，同时强调特朗普已
无权主张行政特权。

美国法官批准
任命独立专员审查海湖庄园查获物件

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与
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娜丁·多
里斯5日相继辞职。这是在外交大臣
伊丽莎白·特拉斯当选保守党党首、准
备正式接任首相之际，英国内阁出现
的首次变动。

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她递交
给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辞职信，信中
对特拉斯当选保守党新任党首表示祝
贺，称她会对后者出任新首相“给予支
持”。她还写道，在特拉斯正式就职并
任命新内政大臣后，她愿意以不入阁
的普通议员身份“继续为国家和选区
服务”。

一名保守党议员告诉路透社，现
任总检察长苏拉·布雷弗曼有可能替

代帕特尔，成为下一任内政大臣。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多里斯紧

随帕特尔提出辞职，特拉斯曾建议她
留任。

这三名女性同为约翰逊领导的保
守党政府高官。多里斯被视为特拉斯
亲密盟友，在特拉斯竞选保守党党首
过程中给予坚定支持。约翰逊因其本
人和内阁成员陷入丑闻而失去党内外
多数支持后，帕特尔参选保守党党首
和首相，成为特拉斯的竞争对手。

在保守党党首决胜轮选举中输给
特拉斯的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已
表明不会在特拉斯领导的内阁中任
职，据《卫报》报道，特拉斯也无意延揽
他入阁。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内阁两名女性大臣辞职

据新华社首尔9月6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今年第11号台风“轩岚
诺”6日4时50分许从庆尚南道巨济
市一带登陆韩国，目前已造成2人死
亡、10人失踪，多地道路、房屋和耕地
受损。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6日
通报说，台风造成庆尚北道浦项市1
人死亡、9人失踪，庆州市1人死亡，蔚
山市1人失踪。据韩联社报道，台风
在韩国各地还造成6万余户停电，包
括道路、桥梁在内的312处公共设施
以及1320公顷农作物受损。

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古里核电本

部当天表示，台风导致新古里核电站1
号机组涡轮发电机停止运转，但未引
起辐射泄漏，核反应堆保持稳定状态。

韩国气象厅预测，“轩岚诺”将于
7日零时到达日本札幌西北方向400
公里处并减弱为温带低气压。

受“轩岚诺”影响，6日，日本多地
学校停课，福冈、佐贺、长崎、熊本、鹿
儿岛等5县约3.8万户停电，冲绳和九
州等地通信出现故障。西日本铁路公
司和九州铁路公司6日取消或减少部
分路段新干线运行班次，全日空和日
本航空等航空公司当天取消西部地区
航班起降。

台风“轩岚诺”登陆韩国致2人死亡

新华社洛美9月6日电（记者田
耘）瓦加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地方官
员5日晚说，一支运送物资的车队当
日在北部萨赫勒大区遭遇爆炸袭击，
造成35人死亡、37人受伤。

布基纳法索萨赫勒大区区长鲁道
夫·索尔戈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支车队

在驶往首都瓦加杜古途中触发简易爆
炸装置，爆炸地点位于吉博与布尔藏
加两座城镇之间，死伤者均为平民。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制造了
这起袭击事件。

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频繁发
生武装分子袭击事件，安全形势严峻。

布基纳法索车队遇爆炸袭击 35人死亡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9月5日表示，匈牙利今年经历了1901年以来最炎热的
夏天。从6月底到8月底，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共发布了5次高温警报。在此期
间，匈牙利中部和南部地区最高温度接近40摄氏度。除了炎热，匈牙利今夏还
遭遇干旱。

图为一名男子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喷泉广场享受清凉。 新华社/美联

匈牙利经历120多年来最热夏天

人均预期寿命“历史性”下降

暴露美国深层次社会痼疾

伍尔夫说，尽管美国公共卫生系统
已发展那么多年，但美国人却暴露于种
种健康危机中，包括营养不良和缺乏体
育锻炼，以及吸烟、枪支泛滥、贫困、环
境污染等普遍存在的风险因素。

伍尔夫尤其指出，种族主义等使少
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处境更艰难。他
表示，各种因素导致美国人的疾病负担
很高，并且过去20年里美国与部分高

收入国家相比人均预期寿命更短。
美疾控中心下属机构的报告显示，

非西班牙裔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
原住民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降幅最
大。2019年至2021年，该群体人均预
期寿命缩短6.6岁。

美国联邦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糖尿
病治疗和预防部门前主任安·布洛克表
示，美国公共卫生系统中长期存在的问

题，使得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特别容易受到病毒感染，这些问题根源
于贫困、社会歧视和医疗保健缺口等。

《纽约时报》报道说，约七分之一的
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患糖尿
病，是美国各族裔中发病率最高的，该
群体中许多人有过度肥胖或超重的问
题，此外他们居住条件拥挤，通常是几
代人同住，这些因素叠加增加了健康

风险，使他们成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高
风险人群。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佩里·哈尔基蒂斯表示，人均预期寿命
缩短是美国社会衰落的一个标志。美国
一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及各种社会问
题，加剧了民众罹患疾病的风险。

（新华社洛杉矶9月5日电 记者谭
晶晶）

弱势群体健康状况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