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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全球疫情

全球首次100小时内破百万例
据新华社电 路透社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
17 日超过 1400 万例；当天还创下另一项纪录，即全球在不到
100 小时内新增 100 万确诊病例。
自年初报告发现新冠确诊病例以来，
全球花了3个月时间达
到10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根据路透社统计，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从7月13日的1300万例到17日的1400万例，
仅用了4天时间。
路透社数据显示，美洲地区感染病例占到全球感染病例
的半数以上，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总人数的大约一半。除了
美国和巴西，印度是另一个确诊病例超过 100 万例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量眼下相
当于每年全球流感重症病例数量的 3 倍。路透社说，全球有
59 万人在大约 7 个月内死于新冠病毒感染，与每年全球报告
死于流感的人数范围上限相当。
路透社的新冠统计数据与世界卫生组织存在差异。世界卫
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日10时（北京时间17
日 16 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 24 小时新增 237743 例，达到
13616593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682例，
达到585727例。
卫生专家说，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检测能力有限，因此确诊
和死亡数据只能反映这些国家疫情的部分情况。

入汛以来最大洪水
通过重庆主城
接近警戒水位 长江干线急流江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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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忧虑

那就从调查做起吧，
从掌握底里
开始吧。罗开茂把全村每家每户跑了
个遍，贫困户的情况更是烂熟于心。
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退耕还林、
粮食直
补、山林补助等国家补贴资金占了多
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村民造血能
力不强，
劳动力不足、技术缺失、底子
单薄都是客观因素。就说搞旅游接待
吧，
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在村里占了一多
半，旧都不说，还窄，根本住不下几个
人。大家也不是不想扩建，
可受交通限
制，古路建房成本之高，
说出去都没人
信。七七八八的原因像一张网困住了村
民们的手脚，
更束缚了他们的信心。这
是罗开茂最大的忧虑——如果产业上不
去，
如果收入结构得不到优化，
即使摘掉
了
“贫”
的帽子，
挺起
“富”
的脊梁，
村民们
骨子里仍钙质不足。精神缺钙是这一切
的源头，
如果把贫困看作一条长蛇，
扶志
就是捕蛇者需要瞄准的七寸。
放手一搏的村民也不是没有。黄安
庆家和方正全家，
那股子拼劲你不得不
服。黄安庆患过小儿麻痹症，
赶着骡马
贩山货，
一年就脱了贫。方正全家更厉
害，
2017 年，
他家从花椒树上摘下来三
千多元，
七十多桶蜜蜂又帮他从山野里
采回来两万多块。方正全两个儿子利用
农闲进藏打工，又挣回来不小一笔收
入。罗开茂把这两家人的事讲给脱了贫
和没脱贫的村民听，
话里话外，
意思再清
楚不过：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罗开茂有故事，村民们有顾虑：
你
说古路适合栽花椒，
为啥我家栽的要么
不挂果，
要么死得干焦焦？

据新华社合肥 7 月 18 日电（记者 程士
华 姜刚）受持续强降雨和长江中上游来水影
响，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18 日 18 时
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鉴于当前极其严
峻的水旱灾害防御形势，
安徽省水利厅决定自
当日15时起启动水旱灾害防御I级应急响应。
截至 18 日 12 时，包括长江、淮河干流，
安徽省有 35 条河流湖泊超警戒水位。当前，
安徽省长江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水阳江、滁
河、巢湖西河、菜子湖等主要支流、湖泊超保
证水位；
淮河干流王家坝站超警戒水位。

新闻链接

英国新冠死亡人数
“被夸大”
？

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

防汛应急响应提至 I级

救援 6841 起，出动消防指战员 7.78 万人次、
消防车 1.17 万辆次、舟艇 6355 艘次，营救疏
散被困群众 11.2 万人。
据介绍，应急管理部结合汛情灾情风险
研判，已在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淮河、松辽
流域等 7 个重点区域 19 省（区、市）部署 37 架
直升机，开展堤岸巡护、决口封堵、物料运输
等救援任务。

国家文物局

已有 50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灾受损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 施雨
岑）记者 18 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截至 7 月
16 日，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
庆、广东、福建、贵州、浙江等地 500 余处不可
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涉
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6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87 处。
“今年汛期，
受损文物范围广、数量多、损
失大，是近年来汛期文物受损最为严重的一
年。
”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分析说，
长江流
域省份文物受损情况较为严重，
其中江西 160

处，
安徽144处，
湖南62处，
四川41处，
广西35
处，
湖北31处。受损文物中，
古桥梁被冲毁、
古
城墙坍塌和文物建筑房屋垮塌较为严重。
据介绍，除了印发关于加强汛期文物安
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外，国家文物局向文物受
灾严重的四川、湖北、广西、安徽、江西、湖南、
重庆等地拨付文物应急抢险资金 350 万元。
国家文物局将密切关注和督导各地文物防汛
安全工作情况，并将根据各地文物受损实际，
在灾后文物修缮修复经费和技术上给予重点
指导和支持。

江西鄱阳中洲圩

188 米决口封堵顺利合龙
据新华社南昌 7 月 18 日电（记者 郭杰
文 张兆卿）7 月 18 日 8 时 22 分，在抢险人员
连续奋战 5 个昼夜后，江西省鄱阳县中洲圩
188 米宽的决口成功合龙。
7 月 9 日 21 时 35 分，鄱阳县昌洲乡中洲
圩发生溃堤，决口长达 188 米，昌洲乡 15 个
行政村被淹，万余名群众被紧急转移。
险情发生后，
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调
集200余名抢险人员携带大型专业救援装备赶
往现场，
与前来增援的武警、
消防指战员一同封
堵决口。7月13日10时，
决口封堵作业正式开
始，
抢险人员采取从堤头迎水面至背水面处抛
填石料的方法对堤头进行
“裹头”
保护，
运用
“水
下抛填推进，
水上分层碾压，
双向对进封堵”
的方
法进行机械化进占，
全力推进封堵进度。

古路之路
陈果
天地出版社

实地查看后，
罗开茂找到症结：
树坑挖
成“鸦雀口”，树根伸展不开，如何挂得了
果？死掉的树子就更冤枉了——是药三分
毒，
人都遭不住，
可你们除草图轻松，
净用百
草枯！
又有人说到鸡儿。养鸡的确没啥成本，
但要是害了鸡瘟，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总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吧？罗开茂接着
说：
现今的科技一日千里，
可以九天揽月，
可
以五洋捉鳖，
不管鸡瘟狗瘟，
多的是它们的
克星！捎带着，
他把
“揽月捉鳖”
也给他们做
了科普——大家不就缺那么点精气神吗，
这叫缺啥补啥。
看他们还有啥说的。
还真有！
——你也别尽拣好听的说，要是申绍
兵家都能把日子过起来，
我们就服、
就信、
就
听你的！罗开茂夸下海口：
十天以内，
我让
申绍兵变个人给你们看。
不知道申绍兵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不
能理解为什么要说罗开茂是夸了海口。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日还记得吗？一
个醉醺醺的男人从早到晚四仰八叉晒太阳，
娃娃饿得趴身边哇哇直哭也不管，
罗开茂找
他理论，
他偏还说：
隔壁生娃娃，
关你啥事？
那个醉鬼就是申绍兵，就是村民眼中
不可救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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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难点在哪儿？
长江中下游汛情和险情总体可控
“这段时间以来，
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
的汛情和险情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国家
防办、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表示，
目前看，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防洪的主要
风险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长江中下游和两湖地区水位已经超
警半个月左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容易
出现滑坡、塌陷、管涌等险情，估计中下游高
水位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二是长时间巡堤防守和应急处置，加上
在高温或暴雨的恶劣环境下工作，巡查抢险
人员人困马乏，容易出现麻痹和厌战心理。

太湖及淮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在江西省鄱阳县昌江圩堤，武警江西总队机
动支队的官兵在搬运沙袋。
新华社发

名正言顺

刘縯说：
“ 一是正名，统一旗号；
二是严刑明赏，制定几条纪律。不
然，说不定啥时候会生出大的变故
来。”刘秀道：
“ 大哥说的是。统一旗
号不难；严刑明赏恐怕一时难以做
到，不可操之过急。”兄弟二人商议
定了，立刻知会新市、平林各位将军
议事。
王匡、王凤、陈牧、廖湛见刘縯、
刘秀说服刘氏子弟退尽财帛交于各
营均分，不仅心中怨气消除，还增添
了几分敬畏。新市、平林营中的士卒
也都觉得刘縯、刘秀处事公道大度，
各营弟兄关系变得融洽多了。刘縯
说道：
“ 我军连克长聚、唐子和湖阳，
兵精粮足，士气高昂，进军宛城时机
已经成熟。但宛城毕竟是郡治所在，
五都之一，不可掉以轻心。而棘阳是
宛城屏障，正当我军进兵要冲；要破
宛城，必先拔掉棘阳这颗钉子。反过
来讲，只要我们占据棘阳，也就有了
立足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宛城必将
成为我军囊中之物。”众人都说：
“唯
伯升之命是听，快传令吧！”
刘縯稍停片刻说道：
“ 在进军棘
阳之前，在下还有两件事要和各位商
量，请诸位定夺。”众将齐道：
“请讲！”
刘縯说：
“ 这两天军中发生的事情各
位也都看到了。各营将士为
了争抢财物，冲突不断，甚至
还刀兵相见，发生了流血事
件。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
亡’不足为怪，但士卒没有死
在两军阵上，却为财内讧，不

南非多名政要被确诊感染
据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17 日电（记者 高原）南非政府发言
人威廉姆斯 17 日说，南非就业和劳动部长恩克塞西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从而成为该国第三个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的内阁部长。
威廉姆斯说，除恩克塞西外，还有 2 名内阁部长和 2 名副
部长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马皮
萨-恩卡库拉、矿业资源和能源部长曼塔谢、社会发展部副部
长博戈帕内-祖鲁等。此外，南非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恩卡库
拉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她说，除了马皮萨-恩卡库拉、司法和狱政部副部长霍洛
米萨已康复外，
其他人仍在治疗中，
不过他们的症状并不严重。
据报道，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南非政要中还有 3 名省
长，他们的症状均不严重，
目前都在家中隔离治疗。
近来，南非新冠疫情蔓延趋势加剧，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超过 1 万例。截至 16 日，该国累计确诊病例 324221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99 例。

安徽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重庆 7 月 18 日电（记者 柯
高阳 周文冲）长江 2020 年第 2 号洪水
18 日上午通过重庆主城，最高水位接近
警戒水位。
水文部门监测显示，此次洪峰是长
江上游重庆段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大洪
水。长江重庆寸滩水文站 18 日 8 时流
量达到 43500 立方米/秒，为本次洪峰最
大流量；11 时水位达到 179.43 米，接近
180.5 米的警戒水位，这也是今年入汛
以来最高水位；
随后水位逐渐下降，
至下
午 1 时已回落至 179.29 米。
记者在紧邻长江的重庆南滨路看
到，洪峰过境使得江水流速较快，
随着水
位逐渐上涨，江水距离滨江亲水步道只
有 1 米左右的距离。十余艘船只停靠在
岸边，躲避洪水。在位于嘉陵江边的磁
器口古镇，古镇低洼地带的一些商铺已
被淹没，停车场通往码头的道路因洪水
无法通行。数十名应急救援志愿者在江
边巡护并拉出警戒线，提醒过往游客远
离危险区域。
磁器口古镇管委会应急办公室主任
赵家平说，为应对汛情，
当地已进入全天
候的应急状态，安排专人密切留意水位
变化，并通过微信群向社区居民、商户实
时通报情况，做好转移疏散准备。
重庆主城位于三峡水库上游。为
保障航运安全，长江重庆海事局已对长
江干线观音滩、黄草峡、铜锣峡等急流
江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17 日 10 时 30
分起，禁止载运危险货物船舶、集装箱
船、干散货船、船队以及 600 总吨以下
船舶上行通过观音滩；17 日 20 时起，禁
止载运危险货物船舶、集装箱船、干散
货船、船队以及 600 总吨以下船舶下行
通过黄草峡、铜锣峡水域。

新华社发

国家防总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 魏玉
坤）国家防总 18 日发出通知，要求强化风险
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转移受
威胁群众，全面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特别要针对老幼病残和困难群体，加
强疏散撤离和搜救解困。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入汛以
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
洪水过境磁器口古镇。

7 月 18 日，
三峡枢纽开启泄洪深孔泄洪。

张家团分析说，当前，
太湖及周边的防洪
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克服长时间高水位防守的压
力。目前，
太湖及周边水位已超警 20 多天，
虽
然到现在太湖大堤及周边还没有发生大的险
情和灾情，
但堤防长时间浸泡，
也很容易出险。
二是如何加大湖区及周边河网排水力度。
由于这一带河网地势比较平缓，
内外河水位差
小，
加上受长江洪水顶托，
排水很慢，
未来太湖及
河网地区较长时间内还会处于超警状态。
据预报，未来 3 天，淮河流域部分地区仍
将有大到暴雨。受其影响，淮河上中游干流
维持超警状态，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
洪水。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龙飞光武

刘秀和他的二十八将
雷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免让人痛心。为今后不再有这类事情发
生，我想把三军旗号统一起来。旗号统
一了，不再有舂陵、新市、平林之分，成了
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财帛钱粮
共之，也就不再有此厚彼薄的利益纷争；
打起仗来，也好指挥调遣，赏功罚过，一
视 同 仁 ，免 得 有 亲 疏 之 嫌 。 严 刑 明 赏 ，
各营将士一律平等，少了许多麻烦。最
重 要 的 是 ，讨 莽 兴 汉 是 我 们 的 共 同 意
愿；汉为莽之敌；莽为汉之仇。汉莽不两
立，天下之共识也。我们何不都打汉军
旗号昭告天下?且举大事必正其名。
‘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汉
兵讨莽，名正而言顺；天下应之者必众，
克敌必易。诸位意下如何?”王匡道：
“伯
升所言极是。我绿林志在讨莽；官府以
之为盗，百姓目之为贼，往往助官府与我
为敌。打起汉军起号，我与官府易位而
处，形势自然也就变了。人所共知，王莽
篡汉而立，实为汉贼；如今人心思汉；汉
兵起而讨贼堂堂正正，百姓也就自然站
在我们这边了。伯升这个主意
好。新市人马愿意打起汉军旗
号！”陈牧也说：
“ 平林兵原本就
是响应绿林举起义旗；绿林人马
愿意更换旗号，我们还有什么不
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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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政府 17 日下令审查英格兰卫生部门新
冠死亡病例统计方法，
原因是一篇学者所撰文章称新冠死亡数
字被
“夸大”
。
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下令紧急审查英格兰公共卫生局
的新冠死亡病例统计，以确认是否存在
“统计学缺陷”
。
东英吉利大学教授洛克·尹和牛津大学教授卡尔·赫尼根
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统计英格兰新冠病毒
死亡人数时，仅单纯确认感染者已经死亡，却不考虑是否死于
新冠病毒。
他们写道，
“任何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日后因任何原因死
亡，
都将被纳入卫生局新冠病毒死亡统计数字”
。例如，
一名患
者治愈出院后，
“即使 3 个月后死于心脏病或被公共汽车撞死，
也会被计入新冠死亡病例”
。
他们认为，
这是英格兰地区单日新冠死亡病例数波动大且单
日死亡病例数减少情况与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不同的原因。
根据英国卫生部数据，英国累计确诊感染病例已经超过
29 万例，超过 4.5 万人死亡。英国新冠死亡人数在全球仅次
于美国和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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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定奇谋

破阵子

自那时起，
踌躇满志的平野便致
力设计一套低成本高收益，
且确保成功
率的战略方案。他苦心研究与精密推
算，
制定出以
“先经济后军事”
为总方针
的
“拉普拉斯计划”
。然上报内阁后，
却
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平野忙向伯乐内田
求教。
此时的内田已由
“满铁”
总裁升任外
已被历练成熟老到的平野没再仓促上
务大臣。对政府内幕了解颇彻，
遂指点 报，
他要静观政局变化，
等候呈献的最佳时
平野：
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拖累日本，
高层 机。合该他行运亨通，
1936年2月26日东
派系斗争愈加激烈。军界实力派大量入 京爆发了震撼朝野的
“帝都不祥事件”
。这
由几十名少壮军官率千余士兵
阁，
文人政客几无容身之地。况且国库 场血腥兵变，
已经见底，
近期关西平原大旱，
粮食颗粒 对首相府及陆军参谋部大开杀戒。十数位
无收，
许多农民已靠啃树皮为食。对华 国家重臣毙命，
整个东京天翻地覆。
叛乱官兵均为主张天皇执政的保皇派军
之战要么不打，
要么速战速决。你若想
入高层法眼，
须有无人能及的撒手锏来 人，
与力举军方统治的军制派形同水火。因军
一举击溃中国。老总裁的话如醍醐灌 制派维护军人权利，
赢得高层军官广泛支持，
顶，
此后平野开始注意研究国内政治，
同 势力日趋强盛，
逐渐操控了中央，
丧失理智
时瞪圆眼找寻中国经济的命门。
的保皇派便想用发动叛乱来灭掉政敌。但
过激举动招来一致声讨，
天皇也
没多久，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 事与愿违，
平野兴奋异常，
遂指令一潜伏香港金融界 只好默许军制派发起全面反击。最终兵变
所有参与叛乱的军官尽皆处决。
的
“满铁”
间谍，
混进英国驻港的造币厂， 土崩瓦解，
经此番较量后，保皇派一蹶不振，军
而这家工厂承担部分法币的印制任务。
天皇为寻求内
经数月侦察，
间谍窃取到该工厂纸张、
暗 制派则牢牢掌握军政大权，
责成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集团重
记、
编码顺序等法币的关键细节，
由此破 部平衡，
解了法币印刷的关键技术。
组内阁。广田弘毅清楚：现在是武人天
自己作为文官集团代表，
根基不稳，
要
闻此，
平野如获至宝，
遂对原有设计 下，
全面改进，
制定出以
“假法币”
为核心的新 想稳居宝座，
除非有超常的政绩。
恰在此刻，
平野送上自己的
“拉普拉斯
版
“拉普拉斯”
。为吊起最高当局胃口，
他
还有违经济规律地将计划由五年缩减为 计划”
。广田首相看罢大喜过望，
连声道：
”
若该计划告成，
自己非但
一年。至于运行中巨大的资金漏洞，
则 “真是太及时了！
甚或名彪史册。更对心思的是，
巧做手脚，
以各种虚假数据掩盖。只要 相位无忧，
假币投放成功，
自己即是帝国头号元勋， 此计划是以经济战自养，
囊中羞涩的内阁不
到时谁还会注意环节中的小问题？
必花费一日元。

郁子 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