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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
———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
速反弹，最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住院
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都在
反弹。 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客仍执迷
于甩锅推责，急不可耐抛出所谓“新冠病
毒溯源报告”更新版，企图通过抹黑他国，
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是对科学的
无视，是对生命健康的漠视，也是对全球
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

事实一再证明，抹黑他国洗白不了自
己，甩锅推责只能愈加贻误拯救生命的战
机。 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
国家，美国为何会成为“抗疫失败国”“全
球疫情扩散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负
责任的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不把精力
用在抗击本国疫情上，从一开始就甩锅推
责，大搞疫情政治化，结果不仅让美国民
众深受其害，也令全球抗疫雪上加霜。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费尽心
机掩盖本国疫情、企图粉饰太平。 美国媒
体《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披露，
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显示当地 2020

年 1 月和 2 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检测
结果呈阳性的 171 名患者数据，但该数据
于 2020 年 5 月 4 日晚被删除。 后来，该州
卫生部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号中断，又
不得不恢复相关数据。 类似做贼心虚、偷
偷摸摸的案例，只是美国瞒报疫情的冰山
一角。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几项研究，美国
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病例可能分别超过

6500 万和 90 万，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为了甩锅推责， 这些美国政客不断上

演“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闹剧。 他们诬
称，中国试图阻挠世卫组织正常开展工作。
事实上，悍然退出世卫组织，动辄以停缴会
费威胁世卫组织的，正是美国。公然把疫情
污名化、病毒标签化，干扰世卫组织协调全
球抗疫行动的，也是美国。 对世卫组织“合
则用、不合则弃”，对多边主义“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还是美国。 至于美国政客反复
炒作的“病毒溯源”，只是用来抹黑中国的
借口。事实上，不接受真正科学溯源的正是
美国，不参加国际溯源合作的也正是美国。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始终秉持科

学、专业、严肃、开放、透明和负责任的态
度， 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溯源合作，
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专家组
走访了所有想去的地方，也见到了每一位
他们想见的人。 反观美国，针对其国内早
期新冠病例可能早于已知时间的报道和

报告，美国政客却始终讳莫如深。 今年 6
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政府内部
警告， 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
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但无论怎
么遮掩，美国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德特
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临时关闭同“电子烟肺
炎”等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到底有何关
联？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赴美
彻查德特里克堡？ 在溯源问题上，既然可
以来中国，为什么不能去美国？

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这
是什么逻辑？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充分说
明，他们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也没有
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只是想借疫情
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 不过，任何甩锅推
责，都无法改变美国抗疫不力、拖累全球

疫情防控的负面事实。 美国政府必须明
白， 对于历史上前科累累的德特里克堡，
对于曾因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
昭著的德特里克堡，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
提出疑问， 要求美国作出澄清和交代，并
呼吁世卫组织前往彻查。这样的要求不仅
是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为了包括美国
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美
国不给出合理解释，质疑就不会结束。

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通过修改评分
规则，把美国送上“全球抗疫第一”的“宝
座”。 然而，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美国不
断反弹的疫情，并不会随着政治操弄而消
失， 只会在不作为和空喊中越来越严重。
我们奉劝美国政客， 尽快找回良知理性，
早日停止甩锅推责。 毕竟，霸权思维阻断
不了病毒，强权逻辑控制不住疫情。 尊重
生命、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这才是战胜疫
情的唯一出路，才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
人间正道。

（载 8 月 6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8 月 5 日电）

荨 8 月 5 日， 参加 “西部·联
合-2021”演习的俄方参演官兵
在中方教练员协助下进行实弹

射击前的准备。
新华社发（丁凯 摄）

▲ 8 月 4 日， 参加 “西部·联
合-2021” 演习的俄方苏-30 战
机在进行适应性训练。

新华社发（唐剑 摄）

““西部··联合--22002211””演习准备工作就绪

墨西哥起诉美多家武器制造商索赔百亿元
墨西哥政府 8 月 4 日向美国一家联

邦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美国的数家枪支
制造企业经销环节疏忽导致大量走私枪
由美国流入墨西哥， 造成墨枪支暴力泛
滥。 墨西哥政府向这些企业索赔大约 100
亿美元。

墨西哥索赔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证
实，墨西哥政府向马萨诸塞州一家美国联
邦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史密斯－韦森公司、
巴雷特火器公司、科尔特制造公司、格洛
克公司、斯特姆－鲁格公司等武器制造商。

墨西哥国内枪支销售受严格管控，主

管机关是国防部。 按墨西哥政府说法，上
述枪企向墨西哥黑社会出售枪支，进而令
枪支流入贩毒团伙手中。

墨西哥 2019 年至少 1.7 万桩谋杀案
涉及自美国走私入境枪支。 同一年，涉美
走私枪支暴力事件给墨西哥国内生产总
值造成 1.7%至 2%损失。

起诉书写道，每年超过 50 万支枪从美
国走私流入墨西哥，其中 68%的走私枪支
由被告枪企制造。

埃布拉德说，墨西哥政府提起诉讼意
在让这些有问题的枪企为其 “疏忽大意”
的经销付出代价。

他说， 墨方起诉不针对美国政府，他

认为总统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会愿意帮
忙阻断两国间武器走私。

美方忙辩解

路透社评述，墨西哥政府多年来指责
美方应该为墨境内黑帮暴力承担责任，而
这次起诉是墨方向美国武器制造商追责
的“最大胆”举措。

涉事枪企暂未回应墨西哥政府起诉。
美国武器贸易行业组织全国射击运

动基金会发表声明，否认美方负有责任。
基金会副主席劳伦斯·利明说，“墨西

哥政府对本国境内暴力活动猖獗和腐败
负有责任”， 墨西哥黑帮所用枪支要么经

由非法手段获得，要么从墨军方或执法机
构处盗取。

代表墨西哥政府提起诉讼的律师史
蒂夫·沙多文说，本世纪初，美国国内大约
30 个市政府提起类似起诉，要求枪企为枪
支暴力事件推高社会成本埋单。 一些市政
府胜诉后， 许多枪企向美国国会施压，进
而获得此类官司的豁免权。

不过，沙多文说，枪企享有的豁免权只
适用于美国国内情况，不适用于美国以外，
他相信墨方诉讼能够“避开”此类豁免权。

沙多文认为，这是首次有外国政府起
诉美国枪企。

墨西哥政府官员说，他们花费两年时
间分析对美国枪企的诉讼先例，墨方已经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相信终会胜诉。

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蒂莫西·
利顿认为，这桩案件的意义在于揭露了美
国枪企的经营、销售惯常做法和策略。

杜鹃 （据新华社专特稿）

7 月 15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拍摄的追思和哀
悼新冠疫情病亡者纪念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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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4 日 15 时 21
分（北京时间 5 日 3 时 21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 2 亿例，达 200014602 例，累计死亡病例
4252873 例。

此刻，人类“战疫”依旧胶着：多地疫情反弹，
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变异病毒层出不穷，挑战疫
苗保护效果；科学界加紧研发新型疫苗，与病毒
争分夺秒赛跑。

面对抗疫“持久战”，国际社会呼吁精诚团结、
同舟共济。

关键词一 疫情反弹

今年 1 月 26 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1 亿，
时隔 190 天即超 2 亿，抗疫形势严峻。

世界卫生组织7月30日通报的数据显示，过去4
周，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个区域中，有5个区域
新增确诊病例数环比增加了80%；同一时期，非洲地
区的新增死亡病例数上升了80%。 一些国家不得不
重启口罩令等严格防疫措施。

世卫组织 3 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显
示，在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的一周，新增确诊病
例数居全球前五位的国家是美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巴西和伊朗。 其中，美国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 54 万例，比前一周增加 9%。

世卫组织表示，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快
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
株引起。 此外，人口流动增加、防疫措施前后不一
以及疫苗分配不平衡也导致疫情加剧。

大规模疫苗接种已帮助多国有效阻击疫情。
一些接种率高的地区重症率和病亡率均显著下
降，但全球疫苗接种仍待整体推进。 世卫组织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只有略超过半数国家的新冠
疫苗接种率达 10%，不到四分之一国家的接种率
达 40%，仅有 3 个国家的接种率达到 70%。

与此同时， 疫苗接种呈现严重的国际不均
衡，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非洲大陆已接种的新冠疫苗
量不到全球已接种总量的 2%， 非洲人口中仅有
1.5%完成接种。

关键词二 变异病毒

不断出现的新型变异病毒给全球抗疫带来极大挑战。新冠病毒是一种
RNA（核糖核酸）病毒，较易变异。 病毒在人群中流行越广，复制越多，变异
可能性就越大。 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已出现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
拉姆达等毒株。

其中，最早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毒株正以极快速度席卷全球。 据世卫
组织最新数据，截至 8 月 1 日，德尔塔毒株已在至少 135 个国家和地区出
现，导致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激增。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日前在个人推特账号上
说，德尔塔毒株的出现源于不受控制的传播，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恐怕会有
更多危险变异病毒，包括可抵抗疫苗的变异病毒出现。 全球应继续尽快扩
大疫苗接种范围。

变异病毒的出现持续挑战疫苗保护效力，一些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
报告了多例“突破感染”病例。 “突破感染”指病原体突破了疫苗的防线，导
致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感染了疫苗本该预防的疾病。

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6 日，美国累计报告 6587 例
接种疫苗后住院或病亡的“突破感染”病例。以色列卫生部 7 月 24日报告，
该国累计发现 5770 例“突破感染”病例。

“‘突破感染’病例比想象的多，将给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美
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陈茁说。

关键词三 新型疫苗

面对变异病毒和“突破感染”的出现，加紧研发可针对新突变毒株、具有
更高保护效力的新型疫苗甚至具有广谱保护活性的通用疫苗成为必然方向。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优化疫苗，加强对免疫缺陷人群的保护。”美国国
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说。

多家疫苗企业正针对突变毒株调整疫苗，科学家也在探索能否开发出
不受突变影响的通用疫苗。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正研发一种嵌合多价冠
状病毒疫苗，有望抵御多种变异新冠病毒毒株和其他冠状病毒感染，目前
已进行至动物实验阶段。

一些专家还建议，可通过加快研发保护效力更高的疫苗剂型、注射加
强针、采用新的免疫增强技术等应对目前的复杂疫情。

中国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厦门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军说，从增加疫苗免疫动员全面性的角度考虑，目前大规模使
用的肌肉注射新冠疫苗主要动员全身免疫应答， 而没有呼吸道局部免疫动员的
效果，因此可以研究动员呼吸道免疫的疫苗及其与肌肉注射疫苗联合使用。

关键词四 长期共存

一些专家表示，面对疫情现状，短期内追求“零感染”几无可能，病毒或
将与人类较长时间共存。

陈茁认为，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目前已是大家共识。 但共存不是放任
病毒不管，还是要积极采取防控措施，特别是接种疫苗、保持社交距离、戴
口罩，在防控疫情与保持经济发展间保持好平衡。

漫长的“战疫”更需强化全球行动，深化全球合作。“防疫国际合作至关
重要。 只要有一个地方还有新冠病毒， 那么全世界都还是存在传染的风
险。 ”陈茁说。

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助力全球“战疫”。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是
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和原液超
7 亿剂，对外援助和出口疫苗的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面大量囤积新冠疫苗，损害全球疫苗
公平分配；一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无端抹黑中国，损害全球抗疫协作。

病毒无国界，疫情政治化只会让抗疫更加艰难。 正如世卫组织此前所
说：新冠病毒是快速传播的“杀手”，任何分歧都会助长它的威力。没有国家
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团结，病毒扩散速度会更快。

在全球确诊病例数超 2 亿之后，人类面临的仍是抗疫“持久战”。 各国
唯有摒弃分歧、携手前行，才能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这一共同敌人。

新华社记者 彭茜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新华社银川 8 月 5 日电 （记者 刘

芳）记者 5 日从“西部·联合-2021”演习
领导小组获悉， 演习定于 8 月 9 日至 13
日在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 前期各
项保障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首次
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中外联演联训活动。

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
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双
方共派出兵力 1 万余人。 目前，俄方参演
官兵按照中方防疫规定完成隔离医学观
察后，已全部进入演习地域。

中方专门建立与俄方的联通专网，
组织与俄视频对接 ， 明确演习总体安
排 、指挥演练 、实兵演练 、疫情防控要

求。 依托集装箱组合式指挥方舱和指挥
车组开设指控中心，新研发了中俄文双
语通用版指挥信息系统，采取多种模式
构建通信指挥网络体系，建设场区视频
导调指挥网， 配发 6 类 200 余部通信指
控装备。

目前俄方综合保障全部到位。 记者
在训练基地了解到， 俄方地面部队宿营
地长 250 米、宽 150 米，按功能划分成 7
个区域，台灯、饮水机、办公桌椅、多功能
电插头、网线、野战淋浴车、野战洗衣机
和烘干机一应俱全， 同时配备有制作俄
餐的各式炊具。

演习领导小组表示， 中方将全力做
好保障工作，确保演习取得圆满成功。

把脉美国政客的“逢中必反症”

一段时间以来 ， 一些美国政客深患
“逢中必反症”， 乐此不疲地把中国当成
“假想敌”。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站日前刊文
指出， 美式民主的头号威胁不是中国，而
是美国自身，“正从内部腐烂”才是美式民
主衰落的主要原因。 不少美国政客似乎根
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成天执迷于猜疑
和臆想中国的种种，如今已发展到“集体
非理性”的地步，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与
文化的深层弊端。

从制度逻辑来看，美国政客的“逢中必
反症”，是一种“制度缺陷应激症”。 尽管美
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创新力仍居世界前列，
但美国这些年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表

现频频让人大跌眼镜。比如，医疗水平堪称

先进， 在疫情面前居然交出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和死亡病例双双全球第一的丢脸答

卷；综合国力号称第一，居然有 40%的民众
无法负担区区 400 美元的意外开销； 科技
水平可谓发达，居然有约 1800 万人无法使
用任何宽带网络；美国三分之一的 15 岁青
少年阅读水平达不到 10 岁标准……此外，
政党极化、金钱政治、种族歧视、枪支暴力
等问题长期存在，却常年得不到解决。最新
民调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
国民主处于危机中， 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美
政治体制缺乏建设性。 美国政客为掩盖诸
多深层问题， 刻意把中国塑造成 “头号威
胁”，企图通过这类伎俩，推卸自身责任，转
移民众不满。

从历史逻辑来看，美国政客的 “逢中
必反症”，是一种“霸权衰落焦虑症”。 19 世
纪以来， 美国从大陆扩张到染指拉美，再
到伸手亚太， 沉迷于通过扩张追逐霸权。
二战结束后，美国获取的军事霸权、金融
霸权、规则霸权、话语和价值观霸权为其
带来海量利益，“霸权的滋味” 令其上瘾。
维系美国霸权成为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的

核心目标。 寻找并消除对美国霸权的任何
潜在威胁，成为美国判断和处理国际关系
的基本主题。 “在手里只有锤子的人眼中，
一切都像钉子。 ”美国政客手里拿着“锤
子”，即便是对欧盟、日本这样的盟友，都
不忘随时敲打。 看到繁荣向上的中国，美
国政客的不适感和焦虑感更是直线上升，

妄图通过一顿“猛操作”阻遏中国的发展。
从文化逻辑来看，美国政客的 “逢中

必反症”，是一种“文明优越自大症”。 美国
不少政客长期沉迷于自我吹捧。 在他们心
中， 美国是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的
“山巅之城”，美式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
展的“终点”。 在他们的字典里，民主就是
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其他地方灌
装即可。傲慢使人无知，自大使人狂妄。在
文明认知层面的自恋和缺陷，使得美政客
在面对中国等政治体制、文明体系与自身
有差异的国家时，要么反感排斥，要么肆
意诋毁，要么莫名恐惧。 殊不知，西方文明
从来就没有资格给其他文明打分，“西方
中心论”只是罔顾历史事实的一厢情愿。

“不知腐鼠成滋味 ， 猜意鹓雏竟未
休。 ”奉劝美国政客，“逢中必反”不会让美
国变得更好， 更阻挡不了中国前行的脚
步，还是早日放下执念，多走交流互鉴、合
作共赢的正道吧。

新华社记者 韩冰 韩梁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