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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客不断借溯源问题
搞政治操弄，对美国自身早期病例和生物实验
室的重重疑云避而不谈。目前，已经有很多线
索显示，新冠病毒可能在 2019年年底之前已在
美国多地出现。多国媒体、专家等纷纷表示，美
方应拿出透明、负责态度，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
数据，允许国际社会彻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
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
或肺炎患者，而实际是新冠病
毒感染者？”

2019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
事件疑点重重。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威
斯康星州2019年7月大规模暴发“电子烟肺炎”
并席卷多州，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模
糊的白色，呈现“大白肺”状态，与新冠肺炎症状
极其相似。英国广播公司 2019 年 9 月称之为

“美国电子烟肺病潮”，“病人症状包括咳嗽、气
喘、疲倦，部分人曾经呕吐或腹泻”。

2019 年 7 月，弗吉尼亚州发生不明原因呼
吸系统疾病，靠近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实
验室的两家养老院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
吸道疾病。2019年9月，马里兰州报告称“电子
烟肺炎”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说，自 2019
年7月开始，已有2807人感染“电子烟肺炎”，死
亡68例。高烧、干咳、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磨玻
璃状“白肺”影像——医生对病人的描述与新冠

肺炎症状几无差别，且致病原因未知。但 2020
年2月份新冠肺炎开始流行后，疾控中心就停止
了对“电子烟肺炎”相关数据的统计。另据美国
媒体报道，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一家养老院
曾经出现症状与新冠肺炎高度相似的“呼吸系
统疾病暴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电子烟肺
炎”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的关键公共卫生
危机”，“然后我们停止讨论这件事”。据估计，
美国 2019 年冬季至少有 3200 万流感病例。生
物学领域著名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遗
传学家埃里克·托波尔 2020 年 4 月接受媒体采
访时质疑：“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或肺炎
患者，而实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
的零星病例”

关于美国疫情早期病例数据的疑问也有很
多。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 2020年 1月 21日
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2020 年 2 月 29 日报告
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日前
披露说，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
2020 年 1 月和 2 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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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 2020 年 11 月在美

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检测了美
国红十字会 2019年 12月 13日至 2020年 1月 17
日期间采集的 7389份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其中
106 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疾控中心呼吸
道病毒免疫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塔莉·索恩伯
格表示，这些研究前后一致，“美国很可能更早
就出现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血液样本显示，
美国5个州出现新冠肺炎的时间比人们之前了
解的要早，有人在2019年12月就已感染这种病
毒。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检测结果出来后，美国
政府高官以“干扰对华溯源工作，对美国国家安
全不利”为由叫停该溯源调查项目，封存了2020
年1月2日以前的血液样本，不再检测。

“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连日来，多国专家和媒体纷纷发声，支持对
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
查。该实验室曾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的一个站点，于 2019 年 7 月突然关闭。报告显
示，这个特殊的实验室储存了各种致命病毒，如
埃博拉、天花、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型冠
状病毒等。

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所等多家机构
近日联合举办线上论坛暨《种族主义病毒无疫
苗可用》新书发布会。多名学者就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发起网络联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扩大
调查范围，尤其应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
验室。目前网上签名请愿仍在开展，引发各界

广泛关注。
请愿发起人之一、曾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馆新闻官的帕格利纳万发布新书《种族主义病
毒无疫苗可用》。帕格利纳万表示，各国应当以
科学态度对待疫情相关议题，而不是施加政治
干预。另一名请愿发起人、菲律宾专栏作家劳
拉尔表示，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病毒溯
源应当扩大调查范围，纳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
验室。很多与会者表示，美国应开放德特里克
堡生物实验室调查，回应世界对病毒溯源真相
的强烈诉求。

活动发起的网上请愿书表示，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至今仍是世卫组织专家不能忽视的
一个谜，种种迹象表明该实验室“非常危险”。
菲律宾网友评论称，“美国甩锅武汉实验室，就
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德特里克堡的注意力”“美国
不择手段拒绝世卫组织调查，就是怕更多的黑
暗秘密暴露”“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南非民主独立党主席、开普敦市议员安瓦
尔·亚当斯日前在当地主流媒体《星报》等发表
评论文章，批评美国部分人将新冠病毒溯源政
治化，并认为世卫组织应考虑对美国德特里克
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

俄罗斯《劳动报》评论员米哈伊尔·莫罗佐
夫日前在俄自由媒体网发表文章指出，一些美
国病毒学家和官员曾多次承认，在中国出现疫
情之前，美国已有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但该情况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世卫组织专家组应前往美
军德特里克堡和美方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展
开调查。

据《人民日报》

病毒溯源，美国应解开自身重重疑云

在党派极端对立、政治高度极化、社会严重
撕裂的背景下，美国长期以来自得的制度设计
演变为“否决政治”，“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酿
成至今超过62万民众丧生的惨剧。

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陡增，疫情
形势再次恶化。即便如此，美国两党仍围绕抗
疫政策措施争论不休，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公
开相互指责。美国的抗疫乱象折射出制度失
灵的深层次问题。在党派极端对立、政治高度
极化、社会严重撕裂的背景下，美国长期以来
自得的制度设计演变为“否决政治”，“美利坚
合众国”变成了“散装美国”，最终酿成抗疫失
败的苦果。

疫情肆虐美国各地，50个州全部进入“重大
灾难状态”，严峻的形势客观上要求美国整合所
有公共卫生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应对。
但现实是，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
紧急纾困法案等，美国两党、不同层级权力机构
不思同心合力抗疫，却纷纷利用所谓制衡体制
带来的行一己之私的“便利”，让政治私利裹挟
抗疫大局，造成“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酿成至
今超过 62 万民众丧生的惨剧。正如美国媒体
所指出的，这是“美国式失败”。美国《时代》周

刊杂志文章更是直言，美国的整个“政府体系”
需要为悲剧负责。

三权分立向来被美国政客冠以“权力制衡、
自我纠偏”的光环。然而，疫情面前，美国在内
政、外交以及国际抗疫合作上种种反科学的不
智之举充分显示，这种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发挥

“纠偏”作用，反而在日益激烈的党争中异化为
权力斗争的舞台。去年，美国两党出于长期练
就的“政治本能”，都将疫情应对措施与即将举
行的大选联系起来。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能不
能有效控制疫情，如何最大限度救治民众挽救
生命，而是如何对本党选情有利，如何甩锅抗疫
不力的责任。一年多来，两党在诸多议题上一
再缠斗，长时间拉锯扯皮，浪费宝贵的时间窗
口。在美国三权分立架构中号称“独立”的司法
系统，也不能避免卷入党争，被美国学者批评

“没有为如何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树立良好的榜
样”。

因为被不同党派控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
三级政府相互攻讦、推诿责任是常态。上届美
国政府任期内，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与民主
党执政的“蓝州”冲突频发，不仅相互争夺抗疫
物资，还屡屡执行截然相反的抗疫政策。这种
混乱状态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客利用固有体制最

大化自身政治利益的本质。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民主党控制的联邦

政府和共和党主政的“红州”之间依然深陷冲
突。激烈的政治缠斗在各个州内部也在不断上
演。2020 年 7 月，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曾对
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市长提起诉
讼，试图阻止市长颁布的“口罩强制令”。如今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戴口罩令也面临州
政府挑起的官司。美国媒体人法里德·扎卡里
亚指出，美国之所以未能有效控制疫情，主要是
因为“美国联邦制权力分散”。

疫情应对需要合力，“散装美国”必然导致
美国疫情应对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深入观察
美国抗疫乱象，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美国政
客关心政治私利大于民众生命健康，这无疑是
对他们一向标榜的“民主”“人权”的最大反讽。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疫情

“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政治极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当前，
美国政客对“散装美国”这样的深层次问题依然
熟视无睹，一门心思甩锅推责，只会让美国政治
更加极化、社会更加撕裂，只会让本国民众付出
更大代价，只会给全球抗疫造成更大威胁。

据《人民日报》

“散装美国”酿成抗疫失败苦果 疫情告急 日本拟追加
7地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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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14 日美国现有 1902 名因感染新冠病毒住
院治疗的儿童，创疫情以来这项数据新高。

目前因新冠住院的儿童人数占美国现有新
冠住院患者总数的 2.4%。此外，美国儿科学会
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截至本月5日的一周时
间内，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占美国当周
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15%。

美国儿科学会前任主席萨莉·戈扎日前对
媒体说，美国目前的这波新冠疫情比去年更糟
糕，儿童将是这波疫情中最受影响的群体。

在美国，由于12岁以下儿童尚不能接种新
冠疫苗，他们在面对德尔塔毒株时会更加脆
弱。据媒体报道，这波新冠疫情反弹恰逢秋季
开学季，但就学生到校要不要戴口罩等问题，美
国各界依然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
斯 15 日对媒体说，不知为何，戴口罩在美国被
视为“侵犯个人自由”，人们本不应该这样。“政
治和极化阻碍了一个简单公共卫生措施的施
行，这真不幸。”

柯林斯还表示，现在已经看到，在那些开学

后不要求学生戴口罩的美国学校暴发了新冠疫
情，结果是孩子们又被送回家进行远程学习。
他感叹道，美国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社
会”竟然沦落到靠“政治、社交媒体的阴谋论和
愤怒不满的情绪来做决定，而不是靠事实证
据”。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日前说，美国新冠疫情正在“未接种疫苗者当中
暴发”。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全美
59.7%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50.7%的人完
成疫苗接种。 据新华社

美国现有新冠住院儿童超1900名 创历史新高

日本媒体 16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由于新冠疫情在全国多地迅速蔓
延，日本政府将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
追加 7 个府县为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区。
届时，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中，将有 13 个
处于紧急状态。

日本多家电视台援引政府和执政党
消息人士的话说，政府拟追加的 7 个府
县为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静冈县、京
都府、兵库县和福冈县。上述地区将从
本月 20 日进入紧急状态，截止日期为 9
月12日。

现阶段，日本有 6 地处于防疫紧急
状态，包括位于首都圈的东京都、神奈川
县、埼玉县、千叶县以及西部的大阪府和
日本列岛以南的冲绳县。这些地区原定
8月底解除紧急状态，预计同样将延长至
9月12日。

紧急状态下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提
供酒类和卡拉OK服务的餐厅暂停营业；
其他餐饮店和大型商业设施缩短营业时
间，每晚8时前打烊；大型活动参加人数
最多5000人或场地入座率上限为50%。

随着疫情趋紧，菅义伟人气不断下
滑。共同社 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菅义伟内阁支持率跌至31.8%的新低，较
上月下降 4.1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上升
0.8个百分点至50.6%，创他去年9月上台
以来的新高。

这项民调同时显示，65.1%的受访者
不希望菅义伟继续担任首相。问及政府
疫情应对措施，高达 79.9%的受访者表
示，对政府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治疗床
位感到不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