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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近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数连创新高，疫情急剧恶化引起全
球关注。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实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8 日
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254.7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2.5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28日
更新的数据显示，过去 24 小时全美
新增确诊病例 44703例，再次刷新单
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

美国流行病学家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各地仓促重启经济，防
控措施不到位，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
存在问题等因素加速了疫情蔓延。

仓促“解封”增加风险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面临疫情防

控和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等多重困
境。自5月起，美国各州陆续“解封”，
迎来密集的“复工复产潮”，许多地区
恢复了商场、酒吧、海滩、训练营、健
身房和博物馆等场地的运营。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
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各地重启经济进程太快，
许多地区尚未做好准备就仓促复工，未
能遵循相关防控和隔离措施，这是导致
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一大重要原因。

鉴于病例数激增，佛罗里达州和
得克萨斯州已宣布暂停重启经济计

划。此外，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
州、缅因州、内华达州等州州长也表示
暂不会启动下一阶段经济重启计划。

防护措施不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
授张作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在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口罩的
作用很关键，即使是手工制作或普通
外科手术口罩也可以阻挡说话、咳
嗽、打喷嚏等途径散播的飞沫，阻挡
病毒传播。但部分美国民众对戴口
罩有较大抵触情绪，这是导致病例激
增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美国各界对是否应在公共
场所戴口罩仍存在争议。部分州要
求人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许多州
尚未发布任何指导方案。美国副总
统彭斯 26 日表示，是否需要发布戴
口罩的指导方案或相关要求由各州
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5月底，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
亡引发全美范围持续数日的抗议、骚
乱和暴力冲突。专家认为，近期病例
激增可能与此密切相关。

“示威人群密切接触，无法保持社
交距离，使病毒传播风险大大增加。示
威者大声说话、喊口号会向空气中释放
更多飞沫，而警察使用催泪瓦斯、烟雾
和胡椒喷雾等会让人流鼻涕和咳嗽，这

些都有利于病毒传播。年轻人聚集示
威或集会，很可能把病毒带回家，造成
家庭的聚集性感染。”张作风说。

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存在问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

校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新冠
检测阳性率正在快速上升，但这不是
因为检测量大所致，而是缘于感染数
量增加。随着病例数持续攀升，包括
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
州在内的多地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
重症监护室床位已达饱和。

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
得·霍特兹指出，“美国没有应对疫情
的国家计划，没有‘路线图’来跟踪、
模拟和设计干预计划”。

数据显示，近期美国西部和南部
地区疫情更为严重。新增病例中年
轻人居多，约半数为35岁以下群体。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日前指出，美国在确
认无症状感染者和年轻群体的病毒
传播方面存在问题，因此未能及时采
取相应隔离措施。此外，在有无症状
传播风险的社区里，追踪新冠患者密
切接触者的工作难以开展。

福奇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在秋季
前控制新冠疫情，基本就得进入“追
赶山火”一样的状态。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据美联社华盛顿 6月 25
日报道，一位在抗疫期间被赶下领导岗位的政府“吹哨
人”当地时间25日声称，特朗普政府因其揭露美国应对
疫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而加大了对他的惩罚力度。

报道称，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
克·布莱特博士在向一个联邦监督机构提交的修改后
的起诉书中说，他被调任到国家卫生研究院，遭到降
职，新职位令他无法在抗疫战斗中一展所长。

起诉书还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
扎领导“协调努力”，带头破坏布莱特履新，而这导致
其前同事有意回避这位遭到排挤的科学家。

起诉书说，压力直接来自高层，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称布莱特是一名“愤怒且不满的雇员”，为“公开贬
低”和“恐吓”吹哨人、使其不安的运动定下了调子。

报道介绍，布莱特是一位疫苗专家。在国家卫生
研究院的新岗位上，他本该从事病毒诊断检测。起诉
书说，但是他“无法接触一切疫苗研究，无法从事一切
治疗工作，在诊断工作中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新华社纽约6月28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2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50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16时33分（北
京时间 29 日 4 时 33 分），全球累计死亡病例升至
500108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63319例。

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最多，分
别为2539544例和125747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万例
的国家还有巴西、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

近两周来，韩国一所幼儿园内已有百余名孩子、
教职员工及其家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导致这一集体
食物中毒的感染源至今未明。

据韩国MBC电视台 28日报道，位于京畿道安山
市的一所幼儿园，本月12日首次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儿
童后，截至27日中午，该幼儿园共有111名孩子、教职
员工及其家人先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其中57人已被
诊断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15名孩子疑似患上

“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症状严重的 4个孩子目前正
在接受透析治疗。 （来源：环球时报）

美新冠病例连创新高三重诱因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6月28
日电（记者 倪瑞捷 赵凯）拉美地区
新冠疫情仍在加速蔓延，贫民窟居
民、非正式就业者等弱势群体受疫情
打击严重。贫民窟防疫形势严峻、失
业人口迅速攀升、大量中低收入人群
返贫，已成为许多拉美国家共同面临
的挑战，多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帮助
弱势群体渡过难关。

巴西媒体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相较于普通社区，居住在贫民
窟的民众新冠病亡率更高，抗击疫情
难度更大。这与贫民窟居民居住条
件差、医疗资源不足、害怕失业不愿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等有很大关系。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近期发布
的数据显示，受社会隔离政策影响，5
月就业人口中有约 970 万未获得收
入。截至 4月，巴西已有近 500万人
处于失业状态，商业、工业、建筑业和
家政服务业等行业裁员严重。

墨西哥多家机构预计疫情将给
该国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巨大影响。
据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统计，仅 3
月至4月，墨西哥就有约1260万人失
业或暂停工作；墨西哥央行预计，疫

情将导致墨西哥 174 万就业人员失
业；墨西哥工业商会联合会估算，疫
情将导致至少 117 万家墨西哥企业
倒闭；一份墨西哥智库的研究报告指
出，疫情或导致超过 2000 万墨西哥
人陷入贫困……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
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一季度失业率达
10.4%，环比上升 1.5%，疫情下的隔
离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一季
度还未完全显现。

阿根廷经济学家纳塔利娅·莫蒂
尔表示，由于隔离措施，提供最多就
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堪忧，这
意味着国家失业和贫困人口将大幅
增加。近期阿根廷疫情形势严峻，政
府再次加强隔离管控措施，预计超过
37万家商铺将再次闭门歇业。

智利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
今年2月至4月失业率为9%，创近10
年来最高。而智利天主教大学 6 月
发布的失业率调查显示，智利5月失
业率已达11.2%。

泛美开发银行最新报告预测，受
疫情影响，哥伦比亚有稳定收入来源
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或从

约 30%萎缩至 12.7%；而贫困人口将
近翻番，占比从29.8%升至59.5%。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疫情将使拉
美多达 1150 万人失去工作，今年该
地区失业率将达 11.5%。联合国拉
加经委会则预测，拉美贫困人口将在
今年底增加 2870 万人，总贫困人口
将随之上升至2.147亿人。

为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弱势
群体，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援助措施。
巴西政府已投入3500亿雷亚尔（1雷
亚尔约合0.18美元）用于帮助困难民
众并稳定经济，其中 1500 亿雷亚尔
用于紧急援助非正式劳动者等群体，
1500 亿雷亚尔用于援助各州和市，
500亿雷亚尔用于补贴企业。

阿根廷政府近日推出“冬日计划”
帮助困难群体，政府给予低收入人群补
贴用于购买取暖设备和生活必需品，一
些机构和教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

疫情发生以来，智利政府先后宣
布一系列紧急经济救援计划。计划资
金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开支、家庭经济收
入、就业保障、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食
品和购物券、发放国家担保的企业运营
资金贷款等，受益者超过1000万人。

拉美各国帮助弱势群体应对疫情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

超过50万例

美疫苗专家

状告特朗普政府

韩一幼儿园

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

新华社喀布尔6月29日电（记
者 陈鑫 邹德路）阿富汗安全部队消
息人士 29 日说，阿富汗南部赫尔曼
德省桑金地区一个市场当天上午遭
塔利班武装人员发射的迫击炮弹袭
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丧生，另有15

人受伤。
这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袭击发

生在9时30分左右，阿富汗塔利班武
装人员向市场周围一座军营发射迫
击炮弹，但多枚炮弹击中市场，造成
至少23名平民丧生、15人受伤。

目击者称，袭击发生时，塔利班
武装人员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在市
场周边地区激烈交火。

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奥马尔·
兹瓦克向记者证实此事，称更多细节
将在晚些时候向媒体公布。

6月29日，救援人员在孟加拉国达卡的沉船事故
现场打捞遇难者遗体。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布里甘加
河水域29日上午发生沉船事故，搭载50至60名乘客
的渡船与另一艘渡船相撞后沉没，救援人员现已打捞
起24具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发生沉船事故孟加拉国发生沉船事故2424人遇难人遇难

阿富汗一市场遭袭 至少23人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