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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要给我丈夫换一家有ECMO(人工肺)的医院
几乎不可能。”美国女子苏珊·沃克非常焦虑。连日来，她几
乎找遍了佛罗里达州所有医院，但都没能为她患新冠重症
的丈夫找到一台可供使用的ECMO。

当前，美国已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上升期。《纽约时
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周，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
例数超过11.8万，日均新增住院人数超过6.6万，全美大
量医院接近满负荷运转。截至当地时间11日，全美感染
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数超过3600万，死亡人数超过61
万，均为全球最高。

沉重的现实，令彭博社日前将美国评为“抗疫全球第
一”的排名显得极为讽刺，同时验证了中国三家智库日前联
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描述的事实：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
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在这份名为《“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
告中，研究者用翔实的数据和客观的立场，还原了美国抗疫

的真实情况，向世界揭示了拥有充足医疗资源与完整应急
管理体系的超级大国，何以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

回溯过去一年多来美国的抗疫时间线不难发现，当权
者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是导致美国抗疫失败
的根本原因。

从疫情发生之初，疫情就沦为美国两党政治角力
的工具和讨价还价的筹码。为争取连任，美国时任总
统一再忽视疫情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风险；当时的在野
党民主党同样将大量精力放在“打嘴仗”上而不去实际
抗疫。

此后，随着疫情在全美蔓延，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到疫苗注射、紧急纾困法案，几乎每一件与疫情
相关的举措都被党派政治绑架。这导致一个又一个抗疫窗
口期不断被错过，一个又一个“原本不必死去”的美国人失
去生命。

政治利益至高无上，民众生命轻如鸿毛——这种冷酷

的美式抗疫逻辑，产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从时任
总统成为“新冠肺炎假信息的最大推手”，到打压说真话的
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从散播病毒起源阴谋论“甩锅”推责，到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有罪推定”，甚至放任病毒输出危害
全球，美国“抗疫剧本”越来越荒腔走板。

对内无法控制疫情，对外破坏全球合作——美国这个
“世界第一强国”的抗疫失败表明：这场疫情是天灾，更是一
场人祸。难怪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
责人威廉·福格直斥，“这是一场屠杀！”美国《大西洋月刊》
去年6月就发文哀叹，“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

病毒不讲政治。如果白宫决策者不做出改变、把挽救
生命作为疫情防控的出发点，那么这场“美国的悲剧”就不
会停止。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漠视美国人民基本人权的
政治操弄还在持续，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仍在美国大
地上蔓延。这是美利坚的耻辱，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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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肆虐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需
要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但是纵观一年多
来，美国政府在本国优先理念下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承
担起应负的国际责任，还对全球抗疫合作造成了破坏性
影响，害人害己，令人大失所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
库和海国图智研究院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
相》报告，详细揭露了美国抗疫全面失灵的来龙去脉，
展示了美国肆意破坏全球抗疫的种种劣迹，向世人揭
露出美国这个表面光鲜的“世界第一大国”的内部空虚
之态。

报告认为，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强国，却成为抗疫中
最大的失败者。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先进医疗
设备、众多的医护人员和发达的医学研究机构，但当疫
情袭来时却手足无措。无论是从病毒感染人数，还是从
染病死亡人数上看，美国都创下了世界纪录，成为名副
其实的“冠军”。不仅如此，美国还放任病毒扩散，致使
他国疫情恶化；奉行“疫苗民族主义”，企图利用疫苗分
发来控制盟国；企图把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维护自身利益
的工具，强迫世卫组织按其政治意愿去搞有罪推定的病
毒溯源。

世人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非但没有管控住本
国的疫情，还不采取任何出境管制措施，放任病毒输
出，加剧了疫情的全球扩散，成为“全球第一疫情扩散
国”。从 2020年 4月到 2021年 3月，美国公民累积出国
2319.5 万次，足迹遍布全球。而且，美国疫情峰值期与
美国公民出国高峰期叠加。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美国对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期
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在遣送时既没有达到隔离期标准，又未
做核酸检测，导致那些接收国家突然出现了来自美国
的输入型病例，疫情紧张形势加剧。此外，美国在海外
还有许多军事基地，而这些驻军往往不遵守当地防疫
规定，休假外出时大量聚集，也不戴口罩，引发当地民
众的不满和抗议。

世人越发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
制造“免疫鸿沟”，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合则用、不合则
弃”，严重扰乱了国际抗疫合作大局。在推广疫苗接种的
初期，美国囤积了大量疫苗，造成了严重浪费。尽管许多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疫苗短缺、疫情扩散的严峻局面，但美
国对此置若罔闻，美国的疫苗出口一直不到其产量的
1%。即便是疫苗出口，美国也只是象征性地提供一些给
它想控制住的国家，杯水车薪而已，却仍然想让他国因此
感激涕零。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在全球抗疫初
期就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这被普遍认为是严重破坏全
球抗疫合作的行为。拜登政府虽然决定重返世卫组织，
但很快表明这只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和国际组织来对
付中国而已。

世人越发清醒地看到，美国一些人不想办法去控
制疫情，反而将病毒溯源、疫苗有效性等科学问题政治
化，将全人类本该合作应对的公共卫生灾难变成了一
场大国角力。特朗普当政时，为了摆脱抗疫不力的窘
境，故意树立“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标靶，企图把矛
盾的焦点引向中国。实际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 2015 年就明文规定，不能
在疾病名称中使用地理方位、人名、动物或食物种群，
以及可能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但美国政客对此充耳
不闻。拜登政府上台后，在疫情问题上继承了特朗普
政府的甩锅做法，部分是因为美国一些人有某种“共
识”：既然疫情已经失控，而且无论谁上台都无法再控
制住疫情，那还不如干脆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寻
找替罪羊上吧。

病毒溯源本是抗疫中的重要一环，弄清楚原始病毒
从哪里来，有助于人类防止类似的流行病再度泛滥。然
而，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政府在病毒溯源问题
上坚持搞有罪推定，散布各种谣言，要把病毒描绘成是从
武汉病毒试验室泄漏出来的。为此，他们大搞“溯源恐怖
主义”，不惜威胁世卫组织专家，否认“实验室泄漏论”的
专家因此遭到了网络暴力、骚扰甚至人身威胁。拜登政
府上台后，换汤不换药，让情报机构去调查“武汉实验室
泄漏”的可能，完全把科学家抛在一旁。这种做法不由让
人想起，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也是号称情报机构发
现了伊拉克在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证据，时任国
务卿鲍威尔拿着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状东西的小试管到联
合国去作证。这种把“洗衣粉”当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证据的做法，早已成了国际舞台上的笑话。现在，拜登政
府又想故技重演，把病毒溯源当作遏制打压中国的手段，
注定将贻笑世界。

当前，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的
首要任务。这场疫情再次昭示我们，人类荣辱与共、命运
相连。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搞政治操弄丝毫无助
于本国抗疫，只会扰乱国际抗疫合作，给世界各国人民带
来更大伤害。世界呼唤美国一些人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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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力、社会动荡撕裂、经济受挫严重……眼瞅着自己国
内“乱作一团”，眼看着他国令世界称赞的抗疫成果和经济复苏的大
好局面，美国怎能不着急？怎能不发慌？

因为“慌”，不免乱了章法和分寸，甚至开始不择手段以“谎”治
“慌”。结果却很尴尬，错漏百出的谎言或许可以蒙蔽少数人，但根本
无法欺骗所有人的眼睛。当“皇帝的新装”被揭穿，当施放“政治病
毒”的黑手被捉了现形，美国自然会“慌上加慌”。

接连不断的“谎”，带来愈演愈烈的“慌”，不断升级的“慌”，又需
要更多的“谎”来遮掩，于是这就成了一场可怕的恶性循环。

欲从这个令自己越陷越深的“泥沼”中抽身，美国唯有首先放
弃继续抛撒散布“政治谎言”。把搞歪门邪道的精力用在保护民众
的健康和生命上，把四处搞阴谋诡计的精力用在团结各国并肩抗
击疫情上，自然会得道多助，用不着再既“慌”且“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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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似乎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国际
组织可以任由它呼来喝去、左右摆布。最近，美国的这
个臆想症又发作了。

该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科威特与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会面，再次逼迫世卫组织把矛头对准中
国开展所谓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还称要“以多边主
义的方式”，“继续改革和强化世卫组织”。

一年前执意退出世卫组织并拖欠巨额会费的美
国，现在倒是跟世卫组织走动得很勤，莫非突然想起自
己的国际义务了？答案绝非这么简单。看看现在的美
国，国内疫情泛滥、“病毒起源”“扩散病毒”的嫌疑越来
越重，靠什么洗白？只有把脏水泼到中国头上，才能证
明自己是“清白”的。为此，美国不但自己赤膊上阵，还
要拉上一众跟班，更要摆平世卫组织。

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就知道美国此举毫不奇
怪。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逻辑的美国，不过是借国
际组织谋取自家私利：一旦感觉不符合自身利益，就肆
意“退群”；哪天忽然想起国际组织还有利用价值，便理
直气壮地返身“入群”。远的不说，就说说这两届美国
政府搞的“退群”“入群”把戏吧——

上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以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
等为由，退出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10个国际组织与

国际协定。本届美国政府2021年初上台后，立即推翻上
届政府的决定，宣布重返世卫组织。重新“入群”后，美国
政府集中精力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威逼世卫组织——
不承认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启
动针对中国的所谓“二次溯源”。瑞士生物学家爱德华兹
撰文指出，世卫组织完成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后，美国方面
不断诋毁、恐吓参与的科学家，称该研究小组缺乏代表
性，目的就是将本国和盟友的专家列入第二阶段研究小
组名单。“今日俄罗斯”网站评论称，世卫组织无法连贯运
作，表明它受到华盛顿强加的地缘政治因素干扰。

除了胁迫世卫组织站队，美国还干扰世卫组织牵头
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阻碍发展中国家
获得急需的救命疫苗。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实施经
济制裁，有拉美国家向COVAX支付的疫苗款项遭遇拦
截，导致COVAX迟迟未能分发疫苗。此外，美国还拖延
兑现为COVAX捐助5亿剂疫苗的承诺，在国内继续囤
积巨量新冠疫苗。承诺捐助的疫苗，迄今捐出还不到
2000万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美国囤积疫苗过
多，导致可供至少1300万人接种的疫苗即将过期。

历史早已证明，对于国际组织来说，美国不是良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指出，
2015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维和峰会上，时任美国领导

人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
少的事实。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称，美国至今拖欠
联合国维和经费超过10亿美元、拖欠世卫组织会费2亿
美元。
《联合国宪章》序言里有句成员国必须恪守的格言：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而今，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
一的美国，早已将76年前的庄严承诺抛到脑后，竭力推
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妄图以“伪多边主义”取
代联合国旗帜下的多边主义，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彻底
成了国际组织的捣乱者、多边主义的破坏者。对此，世界
都看在眼里。

就在7月14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上，90
多个国家或共同声明、或单独发言，揭批美国的人权劣迹，严
斥美国大搞“病毒溯源”政治化。想想会前会中，美国可是机
关算尽，要借此大好机会对中国发难。中国有句谚语：偷鸡
不成蚀把米。这一回，美国是真真切切体验了一把。

美国须知：国际组织，属于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不能
成为美国政府的提线木偶！在世界加速走向多极化的时
代，那种企图强迫国际组织听命于某个国家、借伪多边平
台行霸道之实的政治算计，到头来不过是黄粱梦一场，注
定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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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美国抗疫真相之一

美国对全球抗疫合作
造成三大冲击

——解读《“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四）

8月11日，人们走在
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
的新乘车大厅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8月10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10日18时21分（北
京时间11日6时21分），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36039748例，累计死亡
病例达618044例。数据
还显示，目前美国累计确
诊病例数约占全球2亿多
确诊病例的18%。

新华社发

国际组织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提线木偶
——起底美国霸权行径（6）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3600万例

俩汉字看穿美国
在病毒溯源上的小心思谎

慌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潘洁）外交部副部长马

朝旭13日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吹风
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
织代表出席。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
组中方组长梁万年、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科技部重大专项司副司长张洪刚、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顾金辉与会。

马朝旭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及时同国际社会交流防控经验，力所能及地提供
抗疫援助，并率先开展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为世
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始终秉着科学态度积
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
展病毒溯源研究。世卫组织于今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问题做出最
权威、最专业、最科学的结论，提出今后溯源工作的具体建
议。中方专家还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第二阶段溯源工
作的中国方案。

马朝旭指出，中方对全球溯源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第一，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科学

家研究找到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任何国
家都无权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视生命、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或对别国进行抹黑攻击。第二，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
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建议，必须得
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各方尊重和实施。今后全球溯源工
作应该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三，中
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溯
源，违背世卫大会决议的溯源，以及抛弃中国—世卫组织联
合研究报告的溯源。第四，世卫组织秘书处应按照世卫大
会决议要求，就全球溯源工作计划、包括后续机制同成员国
充分协商，充分尊重成员国意见，对当事国的溯源计划更应
同当事国协商确定，在此基础上有效开展合作。

马朝旭强调，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中国和
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的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
源头，及早阻断疫情传播。当前疫情反复蔓延，加大疫苗
公平分配，团结合作抗击疫情仍是当务之急。溯源合作
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坚决反对政治化。中方愿同
各方一道，积极开展全球科学溯源，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
作出中国贡献。

梁万年详细介绍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溯源联
合研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主要建
议的科学性、权威性。袁志明介绍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
冠状病毒研究情况，用事实批驳了“武汉病毒所泄漏论”。
徐建国从医学科学角度，介绍了溯源工作的科学性和复杂
性以及研究冷链传播的必要性。张洪刚介绍了国内开展科
学溯源研究以及全球溯源科研特别是多国多地发现早期病
例情况。顾金辉回顾了中方同世卫组织积极开展合作情
况，并介绍下阶段溯源中国方案。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会上发言表示，俄反对将
溯源问题政治化，支持以协作、透明、多边主义方式开展病
毒溯源。世卫组织机制应根据成员国授权，由成员国协商
确定原则，基于既有科学证据开展溯源工作。索马里驻华
大使阿瓦莱表示，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科
学结论。溯源研究应当按照世卫大会决议相关要求进行。
抗击疫情是国际社会当务之急和优先事项。中国已向全球
100多个国家供应超过8亿剂疫苗，向“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捐赠1亿美元，并且全年将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为
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外交部举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驻华使节吹风会

坚持科学方向反对政治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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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11、
12集林洁在徐清风家打扫
卫生，被徐秀兰撞见，她频频
找茬儿，对林洁做的所有事
都不满意。林洁战战兢兢，
徐秀兰索性摊牌，说她和清
风交往的事要重新考虑。林
洁倍感不可理喻，两人关
系刚刚有起色，为何徐秀
兰反而无法忍受，质疑她
的母爱接近病态，徐秀兰
恼羞成怒，两人彻底撕破
脸。林洁在楼下遇到一同回
家的徐清风和关雨晴，看到
林洁满面泪痕，徐清风连忙
上前询问……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亮》
第27、28集 丁云借故来
到许冲办公室等他，趁办
公室没人她翻了许冲的资
料，终于找到那份许冲亲
自修改过的明月楼的计划
书。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一封举报信写到了银行行
长那里。明月正等着银行
放款呢，突然接到银行的
电话说贷款没申请成功，
明月不解，去银行询问，
却看到了许冲违规处罚
的决定。明月找来明月
楼的装修公司和业主代
表与他们商量，说是由于
资金问题他们的合约不
能再继续履行，解约造成
的损失全部由她承担，但
她一下筹不到那么多钱，
她会给大家打一个欠条，
等她有能力了一定连本带
利地还给大家……

天视2套18:25
■《隐形的翅膀》第

16、17集 元涞带安琪去
自闭症中心，称这里如果
翻新的话会采用自己的设
计图，自闭症中心的梁主
任说敏娜每周都会来这里
做义工，曾经还要收养一
个叫南方的孤儿，后来南
方出走，敏娜寻找无果后
不得不放弃。回家之后，
安琪问敏娜是否记得南
方，敏娜十分担心安琪知
道自己的秘密，随意搪塞
过去，转而问段和华怎么
办，敏娜猜测安琪已经怀
疑自己的身世，而且在继
续调查……

天视4套 21: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演员马诗红。
2021年初天津卫视播出
当代农村剧《鲜花盛开的
山村》，演员马诗红扮演村
长梁广发。戏中他用精湛
演技诠释角色，正反两面
形象他都切换自如，是一
个用实力征服万千观众的
老戏骨，节目中老友们的
到来让他倍感友情的珍
贵，在主持人看来老演员
的自律和敬业起到了很好
的榜样作用。

天津卫视 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