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是在恶化还是好转？

美美国国人人对对疫疫情情的的感感受受也也分分党党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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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严
重 ， 全球确诊约 1000 万的病例
中 ，美国占四分之一 ，约 250 万 ；
全球约 50 万死亡病例中 ， 美国
也占四分之一 ，约 12.5 万 。 而且
截至 6 月 28 日 ， 美国连续三天
每日新增病例超过 4 万。

看到这些数字 ，一般人都会
认为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美
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不
一致 ：大多数民主党人及其支持
者认为在恶化 ，而一些共和党人
士及其支持者则认为情况没那
么 严 重 ， 甚 至 认 为 情 况 在 好
转———政治极端分化 ，竟然深刻
影响到对疫情的看法。

不过从疫情蔓延过程看 ，美
国人因党派不同对疫情感受也
不同 ，也有一定原因 。 因为民主
党的支持者多是大城市居民和
一些少数族裔群体 ；共和党的支
持者多是在小城镇和郊区或乡
村 。 疫情刚蔓延时 ，一开始是以
城市为中心 ，且低收入的少数族
裔群体 （特别是黑人群体 ）更易
受感染———这和人种关系不大 ，
和经济状况及工作性质有关。

路透社 5 月份的一篇报道指
出 ，当时的情况是 ，疫情比较严
重的州 ， 多是民主党的地盘 ，共
和党控制的地盘情况则要好一

些 。 报道还援引一项研究发现 ，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 ，投票支持
希拉里的县 ， 每 10 万人中因新
冠肺炎死亡人数为 39，而投票支
持特朗普的县这一数字是 13。

这种状况下， 民主党官员对
疫情非常担心 ，而共和党人则不
太在意。 所以当特朗普在疫情问
题上信口开河 、一直反对严厉限
制活动的措施 、在一些地方 “封
城 ” 后还大叫要解放这些州时 ，
民主党人认为他荒诞不经 ，不负
责任 ，但一些共和党人却认为他
说的不无道理。 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麦康纳尔 （共和党人 ）甚至称
为抗疫拨款的提案为 “挽救蓝色
州方案 ”———美国通常用蓝色表
示民主党，红色代表共和党。

《纽约客 》杂志网站 28 日的
一篇文章揶揄说，当时的情况让一
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产生错觉，以为
戴上有“MAGA”(特朗普竞选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字
样的帽子，就是戴了护身符。

但正如美国疾控中心的一名
专家所言 ， 病毒可不管你是蓝色
州还是红色州，不采取严格措施，
它们就蔓延。 果然，在美国为要不
要封城、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赶
紧开工、 吃什么药才有效争论不
休时，病毒逐渐在各州蔓延。

而且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
疫情的中心已经转移 ，那些蓝色
州的疫情逐渐得到缓解 ，而红色
州则开始严重 ，上周新增病例异
常严重的如德克萨斯 、亚利桑那
和佛罗里达州 ，是共和党势力占
优的地方。

美国自由派媒体在报道这波
疫情时 ，多认为特朗普的无能和
不负责 ， 要为目前的情况负责 。
但有保守派的媒体 ，依然认为疫
情并不严重。 “美国观察者”网站
26 日刊发一篇文章 ，题目是 《死
亡在哪里？ 》。 文章认为，《纽约时
报 》、《洛杉矶时报 》、全国广播公
司 （NBC）等自由派媒体对疫情
的报道 ,多带有 “世界末日 ”的色
彩 ，但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一些
积极的数据 ，比如 ，尽管确诊病
例增多 ， 但死亡病例却稳定 、大
幅度减少———从 4 月 21 日 2693
例， 到 6 月 24 日的 808 例；疫情
中心纽约的死亡病例大幅下降 ，
别的地方却没有升高 ；美国的医
院没有出现危机 ；越来越多患者
治愈。 至于美国感染人群逐渐年
轻化 ， 该文也认为这是好事 ，因
为年轻人一般都会治愈 ，治愈的
人越多 ，就越有可能产生 “群体
免疫”效果。

除了 “美国观察者 ”这篇 ，另

有一些保守派媒体也持类似看法，
认为目前美国需要的是尽快开工。

可见 ， 尽管疫情非常严重 ，
但美国的保守派却没有改变思
维。 特朗普更是如此。 《纽约客》
的文章说 ，指望特朗普改变几乎

不可能 ，只希望随着红色州的疫
情加重 ，共和党的政客会改变看
法，采取严厉措施。

但从保守派媒体的反应看 ，
共和党的政客们要想改变立场 ，
恐怕也还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美国联邦航空局28日告诉国
会监管委员会， 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最早将于29日开始认
证飞行测试。

737� MAX系列客机因半年
内发生两起空难于去年3月在全
球停飞。 美联社报道， 由联邦航
空局和波音公司试飞机组操作的
认证飞行测试是737� MAX获准
复飞的关键一步， 除此以外仍需
要完成多项核查。

联邦航空局在一封邮件中
说， 其下属机构已核查完毕波音
就737� MAX系列客机安全系统
所作评估，“准许启动认证飞行
测试”； 联邦航空局试飞机组可
能“最早明天开始（测试）”。

这封邮件写道， 测试将持续
“几天”，内容包括“多种飞行动作
和应急措施”， 以便机构评估波音
对737� MAX客机飞行控制系统

所作修改“是否符合联邦航空局认
证标准”。 不过，“联邦航空局还没
有决定批准复飞 （737 MAX客
机）”，在那之前还需多个步骤。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认
证飞行测试启动当天，机组成员将
在西雅图附近的波音机场登上一
架配装测试设备的737� MAX� 7
型客机。 测试耗时至少三天，测试
项目包括连续着陆起飞，并将依据
天气等因素调整飞行计划。

试飞机组还将故意触发改进
后的防失速自动控制系统、即“机
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 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半年内发生
两起空难、致346人遇难。 波音调
查 认 定 两 起 事 故 均 关 联 737�
MAX系列特有的MCAS系统漏
洞，继而“升级”该系统软件以获
取复飞许可， 过程中遭遇不少挫
折。 陈丹（新华社特稿）

外媒
观察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波音737� MAX获准作认证试飞
决定批准复飞还需多个步骤

陈春鸣 画

据新华社电 法国巴黎轻
罪法院 29 日宣判，法国前总理
弗朗索瓦·菲永夫妇因在“空
饷” 案中犯有挪用公款罪和隐
瞒挪用公款罪而获刑。 菲永夫
妇随后表示将提出上诉。

据法国媒体报道， 巴黎轻
罪法院当天宣布， 菲永夫妇为
了自身和子女利益， 以安排虚
假工作职务等方式， 先后挪用
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公款超过
115 万欧元。 根据法院判决，菲
永因挪用公款罪和隐瞒滥用社
会资产罪获刑 5 年， 其中 2 年
入狱服刑， 罚款 37.5 万欧元，
剥夺被选举权 10 年；菲永妻子
佩妮洛普因隐瞒挪用公款罪获
刑 3 年， 缓期执行， 罚款 37.5
万欧元，剥夺被选举权 2 年。

此外，前议员马克·茹洛因

给佩妮洛普安排虚假工作，被
判有期徒刑 3 年， 缓期执行，
罚款 2 万欧元，剥夺被选举权
5 年。

法院还裁定上述三人共
同向法国议会赔偿超过 100
万欧元。

判决结果宣布后， 菲永的
律师对媒体表示， 这一判决不
公正，其当事人将提出上诉。

菲永 1981 年首次当选议
员，2007 年至 2012 年在尼古
拉·萨科齐政府中担任总理 。
2017 年总统选举中， 菲永曾是
右翼阵营有力的候选人， 但在
法国媒体曝出“空饷门” 事件
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暴跌，菲永
最终败选 。 2017 年 3 月，“空
饷” 案被法国司法机关正式立
案调查。

据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 29 日表示， 全球
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000 万
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50 万例，
未来数月所有国家将面临与病
毒共存的“新常态”。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 全球已有 1000 多万人感
染新冠病毒 ，50 多万人因此死
亡。“这是所有人对我们所取得
的进展和汲取的教训进行反思，

并重新承诺尽一切努力挽救生
命的时刻。 ”

谭德塞说，6 个月前，谁也不
会想到世界和生活会因新冠病
毒而陷入混乱 。 未来几个月，
所有国家将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如 何 与 这 种 病 毒 共 存 ， 这 是
“新常态”。 他呼吁所有国家始
终如一地采取五项优先措施以
扭转局面。

首先， 强化社区作用。 每个

个体都能行动起来保护自己和
他人，包括保持社交距离、手部
卫生、咳嗽时遮挡、身体不适时
居家隔离、 在适当场所戴口罩、
只分享可靠渠道的信息等。

其次， 遏制病毒传播。 所有
国家都应遏制病毒传播，保证医
卫工作者拥有个人防护装备并
接受相关培训， 加强病例识别。
打破病毒传播链最重要的手段
并非完全依赖高科技，也可由专

业人员通过追踪并隔离病例接
触者来完成。

第三， 挽救生命。 通过早发
现、早治疗来挽救生命；为重症
患者提供呼吸机和地塞米松能
有效降低病亡率；特别关注高危
群体，包括长期在护理设施中的
老年人。

第四， 加速研究。 目前关于
新冠病毒仍存在不少未知数，世
卫组织本周将再次召开会议，评

估研发进展及下阶段研究重点。
第五， 政治领导力。 国家层

面和国际层面的团结对于遏制
病毒传播、挽救生命、尽量减少
病毒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等至
关重要。

世卫组织当天还公布了其最
新的疫情应对时间表，以便公众
了解过去 6 个月来世卫组织的
疫情应对工作，并承诺将继续尽
一切努力为各国服务。

法国前总理菲永夫妇因“空饷”案获刑

29 日，菲永和妻子抵达法院 新华社发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 1000 万例，死亡病例累计超 50 万例

未来数月将面临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谭德塞：

韩国统计局 29 日发布数据显示，韩国首都首
尔及其周边地区人口今年预期达到 2590 万，首次
超过韩国全境其他所有地区人口总和 2580 万。

这将是韩国统计局 1970 年开始记录人口
数据以来，首尔暨京畿道、即“大首尔区”人口第
一次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

统计局说，多数预测显示今后 50 年全国总
人口呈下降趋势， 人口向首都及周边地区集中
的趋势却可能持续。 根据预测，到 2070 年大首
尔区人口预期降至 1980 万，但仍高于其他地区
人口总和 1790 万。

韩国政府曾试图将部分公共事务机构迁移
至首都以外地区，以减轻大首尔区人口压力。 几
年前， 这种措施确实使大首尔区人口迁入的增
长趋势略微放缓， 但迁移政府机构工程接近尾
声的 2017 年，大首尔区人口又开始快速增长。

韩联社报道， 不少人迁居大首尔区寻找更
好的工作机会， 另一些人则为首都的教育资源
而来。迁居首都潮流主要由年青一代引领，以 20
多岁青年为主。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迁出首尔市，
搬入周边地区， 缘由是难以负担首都昂贵的居
住成本，导致首尔市过去 20 年内持续经历人口
“净流出”。 2019 年， 从首尔迁至京畿道的人比
反向流动的人多 9.6 万。

不过 ，根据统计局数据，随着人口出生率
不断创新低， 韩国总人口今年预期第一次下
降。 4 月共 23420 名新生儿出生，比去年同月
减少 2000 多人， 低于统计局 1981 年开始记
录这一数据以来任意一年 4 月份出生人数。

沈敏(新华社 )

美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 28
日申请破产保护， 成为近年来
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最大油气
厂商。

路透社评论， 切萨皮克能
源公司向得克萨斯州南区破产
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意味着这
家页岩油“先驱”企业的时代终
结。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创
始人之一 奥 布 里·麦 克 伦 登
2016 年因车祸去世前， 因涉
嫌操纵投标面临联邦调查。 麦
克伦登是页岩油钻探的早期
支持者。 历经超过 20 年时间，
麦克伦登把切萨皮克能源公
司打造成美国产量最高的天
然气商之一。

现任首席执行官道格·劳勒
2013 年接管切萨皮克能源公
司，同时接管其背负的大约 130
亿美元债务。劳勒一度通过削减
企业支出和出售资产缓解债务
负担，但今年国际油价大跌使这
家企业无力为偿债再融资。

劳勒在声明中说， 计划通
过“必要”重组减少大约 70 亿
美元债务。 其他法庭文件显示，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负债和资
产可能均超过 100 亿美元。

劳勒去年走错一步， 不合
时宜地减轻切萨皮克能源公司
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 当时所
耗成本达 40 亿美元。 此后，切
萨皮克能源公司股价不断下
跌。 这家企业上月警告，可能无
法继续运营。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股票 26
日报收于每股 11.85 美元，自今
年年初以来下跌 93%， 市值仅
剩 1.16 亿美元。

路透社提供的数据显示 ，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申请破产保
护，是至少 2015 年甚至更久时
间以来， 最大一宗美国油气生
产商破产案。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并非今
年唯一一家申请破产保护的美
国页岩油企业。 4 月 1 日，惠廷
石油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成
为 3 月国际油价暴跌以来首家
破产的美国大型页岩油厂商 。
惠廷石油是科罗拉多州和北达
科他州巴肯页岩地质带最大的
石油企业。

卜晓明（新华社特稿）

“大首尔”人口首超
韩国其他地区总和

今年国际油价大跌致无力为偿债再融资

美国页岩油“先驱”企业
申请破产保护

欧洲联盟官员28日说， 欧盟
将加大对航天领域的资金投入，
用于可回收火箭、 卫星通信、太
空探索等方面， 以应对日益激烈
的国际竞争。

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
委员蒂埃里·布雷东告诉媒体记
者：“航天是欧盟的强项之一，我
们将提供（资金） 手段以加速这
一领域的发展。 ”

布雷东希望欧盟委员会在下
一份预算案中为航天领域划拨
160亿欧元。 他将提议设立一项
10亿欧元的“欧洲航天基金”，用
于支持该领域的初创企业。 他还
将争取让初创企业有资格参与卫
星和运载火箭项目， 从而促进竞
争和创新。

布雷东披露， 欧盟计划与欧
洲阿丽亚娜航天公司签订一项
10亿欧元的合作协议。

按照布雷东的说法，“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重新定义了运载
火箭的标准”。 因此，阿丽亚娜航
天公司正在研发的阿丽亚娜6型
火箭“是一个必要步骤，但不是我
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现在必须开

始构想阿丽亚娜7型火箭”。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本月

13日完成“星链”计划第9次发射，
用一枚“猎鹰9”火箭将61颗卫星送
入太空。 在任务过程中，火箭一二
级成功分离，火箭第一级按计划降
落到大西洋上的回收船上。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019年5
月将首批60颗“星链”卫星打包
送入太空， 标志着建设卫星互联
网的国际大战已经打响。 这家美
国企业计划2019年至2024年在
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
的“星链”网络，从太空向地球提
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此外， 载有两名美国宇航员
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5
月31日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揭开美国商业载人航天时代的帷
幕。 这也标志着美国向恢复载人
航天能力、 摆脱对俄罗斯飞船依
赖迈出关键一步， 为美国未来探
索月球和火星的计划打下基础。

布雷东28日说， 欧盟有意尽
快推出一套新的卫星系统， 为欧
洲各国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
务。 杨舒怡（新华社特稿）

欧盟将加大航天资金投入
用于可回收火箭、卫星通信、太空探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