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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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教授张作风认为，美国已出现比
较严重的社区感染。 随着检测放
开，越来越多出现症状或担心有症
状的民众接受检测，近段时间的确
诊病例数很可能会持续快速上升。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主任福奇 17 日表示，美

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可能
在 45 天后达到峰值。

舆论分析认为，疫情持续扩
散将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影响。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说，在市场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机
达到顶峰或者有所改善之前，市场
波动还将维持在“极端水平”。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

长亚当·波森预计未来 6 个月美
国经济增速将减半至 1%左右的
水平，如果美国政府应对不力或
者相关措施推迟出台，美国经济
可能会陷入衰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
鲁格曼 19 日在社交媒体上评价
说，部分申请失业救济数字进一步
证明，美国经济已呈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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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
瑟姆19日晚对全州发布“居家令”，要
求全州4000万居民当晚起如非必需
不要出门，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多名官员先前预测， 如果不能
有效遏制疫情扩散速度，8周内可能
多达2500万加州人感染新冠病毒。

随着疫情在加州这个美国头号
人口大州扩散，加州州长纽瑟姆19
日晚要求4000万加州人“待在家
中”。加州成为美国首个因新冠疫情
在全州范围内实施这类禁令的州。

他在记者会上说：“这不是永
久状态，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 （政
策）。 我们以后回看这些决策，会
认为它们至关重要。 ”

“居家令”写道：“我们的目标
简单， 我们想要拐点并且中断病
毒传播”。 禁令当晚生效，违令者

最多可能受罚1000美元。 禁令允
许一定“例外”：“关键”行业人员
允许离家； 民众可以出门购买必
需的食品、药品，但必须“时刻保
持社交距离”。

纽瑟姆没有说“居家令”何时结
束，暗示至少持续8周。 他19日早些
时候说，多名官员预测，如果疫情没
有得到控制，8周内可能多达56%的
州民感染新冠病毒， 那将意味着加
州医疗机构病床缺口达到2万多张。

纽瑟姆18日指示本州国民警
卫队严阵以待， 协助社区应对疫
情，包括派发食物、“确保供应线应
对逆境的能力”、 配合执行公共安
全举措。 他在声明中说：“加州人今
后几周要做牺牲，待在家中。 感谢
医疗服务人员、急救人员和国民警
卫队协助。 ”陈丹（新华社特稿）

将演讲稿原文“新冠病毒”用粗体黑笔改为“中国病毒”

特朗普“甩锅”意图被抓包

高达约 8%

意大利病亡率为何这么高？

美国加州发布全州“居家令”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20 日晚，美国累
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19000 例。

然而，美国确诊病例猛增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19 日的白宫记
者会上再次使用“中国病毒”一词，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和批评。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美一些政客借机
污名化攻击中国，是为了转移美国内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愤怒。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
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20日晚，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过19000例， 成为全球七个确诊
病例过万国家之一。

面对严峻疫情，特朗普在白

宫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却故意
拿中国说事儿，称美国政府正在

“不断努力打败‘中国病毒’”。
除了上述这一处，《华盛顿

邮报》摄影记者还在记者会现场
捕捉到一张照片，显示特朗普摊

开的演讲打印稿中还有一处原
文为“新冠病毒”，却后被粗体黑
笔改成“中国病毒”。这张照片已
为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不过，在实际讲话中，他在删改
处最终只用“病毒”一词一语带过。

不少美国媒体评论说，特朗
普多次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
不仅是种族歧视举动，还有“甩
锅”考量，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
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愤怒。

美国国会华裔议员刘云平
说，特朗普这一做法“在亚裔群

体中制造恐慌， 转移了人们对
疫情的注意”。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文
章说，特朗普传播“中国病毒”一
词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想让美国
公众相信犯错的不是美国政府，
而是中国政府，“但这一目的难

以达到，因为我们都实时看到了
特朗普灾难性的误判及其 后
果。 ”

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美国煽
动仇华情绪，“恨中国，别恨我”
就是特朗普的潜台词。

（新华社）

疫情经济捆绑 一损俱损

错误言论背后的处心设计

讲稿临时修改为“中国病毒”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
人、 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
博雷利 20 日说，截至当地时间
当天 18 时，意大利新增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 627例， 累计死亡
病例 4032 例， 累计确诊病例
47021例。 照此计算，意大利新
冠肺炎病亡率约为 8%。

这个数据高于目前全球的
平均病亡率。

许多轻症病例没确诊
意大利的病亡率为何这么

高？ 当地一些医学专家对记者
说，这背后有多种因素，如许多
未接受检测的轻症病例没有被
算入分母、老年人口比例高等。

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系研究
员法布里齐奥·普雷格里亚斯科
告诉记者，由于在疫情初期检测
能力不足，许多轻度或无症状的
病例没有被确诊。 他认为，如果
将未确诊的感染人数纳入累计
确诊人数，以此作为分母来计算
病亡率，意大利的病亡率可能会
接近其他地方的数据。

目前意大利检测能力正在
持续加强。 意大利卫生部截至
17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已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约 15 万次新冠

病毒检测。 目前这个数字在全
球位居前列。

老龄化程度世界第二
罗马大学公共健康及传染

病专业研究人员西尔维奥·保内
赞同普雷格里亚斯科的观点，此
外他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意大
利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2 月发布的统计报告，
截至 2019 年 1 月意大利总人口
约为 6039 万人，65 岁以上人口
为 1380 万，占总人口的 22.8%。
世界银行 2018 年数据显示，意
大利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排名第
二的国家，仅次于日本。

在意大利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博雷利多次强调死亡病例
中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博雷利本
月 9 日提供的数据显示，死亡病
例中约 31％的人年龄在 70 岁
至 79 岁之间，约 44％的人年龄
在 80 岁至 89 岁之间， 还有约
14％的人年龄超过 90 岁。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 13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该机构对
截至当日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的统计表明，意大利死亡病例平
均年龄为 80 岁。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阿尼斯·
巴斯韦丹 20 日宣布，雅加达从
当天起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

阿尼斯在当天举行的社交
媒体视频直播上表示， 紧急状
态为期 14 天，未来将视疫情决
定是否延长。

阿尼斯说， 雅加达新冠肺
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持续攀升，
疫情形势严峻。 阿尼斯要求暂
停大楼内的商业活动， 员工实

行远程办公； 关闭雅加达所有
娱乐场所， 并呼吁市民减少室
外活动，保持社交距离。

他还表示， 对于受紧急状
态影响的 110 万临时劳工，雅
加达政府将给予补贴。

印尼卫生部 20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 雅加达首都特区是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省
份， 目前雅加达共有确诊病例
215 例，死亡 18 人。 印尼全国
累计确诊病例 369 例，死亡 32
例，累计治愈 17 例。

印尼首都雅加达进入紧急状态

19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医护人员在一处“免下车”新冠肺炎检测点引导车辆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20 日表示， 中国武汉 19 日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为零，这
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每一天，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都到了一个新
的悲剧性的里程碑”。 目前，全球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21 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 9000 例。

谭德塞说，“我们也需要庆祝
成功。 ”19 日，武汉自疫情暴发以

来首次没有新增病例报告，“武汉
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即使是疫情
最严重的情况也能扭转。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
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武汉抗疫成
就向世界传达了一个简单明了的

信息，那就是“希望”。 他说，武汉
向世人表明， 我们可以抑制这种
病毒，可以打破传播链，需要的是
全社会的努力、团结、协作，以及
众多积极抗疫的社区、 勇敢的医
护人员、正常运转的供应链，以及

各方的承诺。
瑞安说， 其他国家也能取得

同样的成就， 虽然不一定需要完
全照搬武汉经验， 但必须采取与
面临的疫情风险相对应的全面
的、可行的战略。

世卫组织：武汉新增病例为零 给世界带来希望

巴西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据新华社电 巴西国会参议

院 20 日通过巴西政府提交的
有关公共灾难状态的法令后，
巴西当天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当天， 巴西国会参议院首
次举行视频会议， 表决通过这
项法令。 由于国会众议院已于
18 日通过该法令，法令在参议
院通过后， 巴西直接进入公共
灾难状态。 该法令有效期将持
续到 12 月 31 日。

根据这一法令，巴西政府可
以增加公共开支， 无需完成本

年度财政目标。 此外，巴西国会
将成立一个由两院议员组成的
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预算
的使用及抗疫措施的实施。

截至 19日，巴西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621例，死亡病例 6例。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巴西
于 18 日关闭与委内瑞拉的边
境， 于 19 日关闭同阿根廷、玻
利维亚、 哥伦比亚等国的边境。
此外， 巴西政府 19 日晚宣布，
从 23 日起 30 天内禁止部分国
家公民搭乘国际航班入境巴西。

据 新 华 社 电 美 国 副 总
统彭斯新闻秘书凯蒂·米勒
20 日说，副总统办公室一名
职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 。

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该
职员未同总统特朗普或彭斯有
密切接触。 目前正在根据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南进一
步追溯其接触史。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 20 日晚，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超过 19000 例， 死亡
244 例。

美国副总统办公室一职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电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20 日说 ，他并未考虑从联邦政
府层面发布全美范围的 “居家令 ”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
回答提问时说 ， 他不认为发布全

美范围的 “居家令 ”有必要 ，因为
一些地区疫情并不严重。 此前，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先后发
布针对本州居民的 “居家令 ”，要
求民众尽量待在家里 ， 以遏制新
冠病毒传播。

特朗普:未考虑发布全美“居家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