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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访欧秀“回归”欧洲盟友有疑虑
美国总统拜登的欧洲之行已过大半，
视与欧洲盟国领导人握手等基本礼节，种种
他先后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和
做法令美欧关系不断下滑。
美国－欧盟峰会。拜登首次出访选择欧
此次美欧峰会上，美欧领导人在镜头前
洲，
凸显其对修复美欧关系、巩固跨大西洋 “和谐”而“亲密”。舆论认为，这般场景在过
同盟的迫切心态。
去四年里实属罕见。拜登此次访欧，一定程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此行受到盟友欢
度上扭转了美欧关系严重受损的局面。
迎，并在解决部分双方争议问题上取得进
美欧双方发表题为“迈向新的跨大西洋
展，但鉴于上届美国政府对美欧关系的严
关系”的联合声明，为后疫情时代制定了跨
重损害，欧洲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延续性抱
大西洋联合议程。双方还就持续 17 年的航
有怀疑，美欧关系实难回到从前。而对于
空补贴争端达成五年关税休战协议，这成为
美国极力鼓吹的“大国竞争”，不少欧洲盟
本次峰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峰会主要成果
友也表现出与美国明显不同的立场。
还包括三个新的贸易倡议，即建立大型民用
飞机合作框架，争取今年年底前解决钢铝产
秀
“回归”
品关税分歧，建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
“美国回来了！”从 2 月慕尼黑安全会
员会。
议线上特别会议到此次访欧之行，拜登一
有疑虑
再重复这句话，宣示美国对欧政策回归传
统。在 15 日举行的美欧峰会上，拜登称欧
尽管拜登此次欧洲之行中不断对跨大
盟是美国的天然伙伴，强调自己与前任对
西洋盟友示好，但在欧洲一些政界和学界
人士眼中，经历了过去四年，加上美国国内
欧盟
“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
政治存在不确定性，欧洲盟友对拥抱美国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
比以前更加谨慎，美欧关系想要回到从前
欧盟钢铝产品、红酒等征收高额关税，
宣称
实在不易。
欧洲输美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甚至忽

厄瓜多尔批准使用中国
康希诺生物新冠疫苗
新华社墨西哥城 6 月 15 日电 基多消
息：厄瓜多尔国家卫生监管署 15 日宣布，
批准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新冠疫苗在
厄瓜多尔使用。这是继中国科兴新冠灭活
疫苗之后，第二款在厄瓜多尔获批使用的
中国新冠疫苗。
厄国家卫生监管署当天发表声明说，
国际研究已经证明康希诺疫苗对预防新
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厄监管部门经过科
学评估分析，认为该疫苗符合大规模接种
条件。
康希诺新冠疫苗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
病毒载体疫苗。
厄政府 11 日宣布已与康希诺公司签
署新冠疫苗采购协议，首批康希诺疫苗预
计 7 月运抵该国。总统拉索 11 日发表声
明说，
对中国疫苗完全有信心，中国疫苗效
果很好，能为厄瓜多尔应对疫情提供帮助。
厄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
15 日，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439374
例，
累计死亡 15490 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欧洲项目主任罗
到解决这一争端的办法还不好说。虽然拜登
莎·鲍尔弗认为，
不能低估特朗普时代对欧盟
政府表达了解决钢铝关税争端的意愿，双方
的震撼。欧盟认为特朗普的阴影可能还会归
也已开始谈判并争取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
来，
到那时欧盟会再次受到冷遇。
取消加征关税在美国国内面临阻碍，前景如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朱利安·米
何尚存不确定性。此外，美国与欧洲多个贸
勒－卡勒告诉记者，
国际形势已发生剧变，
跨
易伙伴近年来因数字服务税产生争端，也为
大西洋关系想要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时代不现
接下来的双方经贸关系埋下隐患。
实，
双方应面向未来寻找答案。
在大国竞争方面，尽管一系列峰会的成
分析人士认为，
国际格局的变化，
让欧盟
果文件中写入了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
更坚定决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在
拜登貌似如愿地展现了美欧在大国竞争上的
外交和防务领域更加独立自主，谋求与美国 “团结一致”，但其实不少欧洲国家领导人表
更加平等的地位。
达了不同意见。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
比如在对华政策上，14 日北约峰会结束
奥斯对记者说，欧盟应避免为他国跑龙套。 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不应过分解读所谓
随着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 “中国威胁”
；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不应对中国
头，
战略自主成为欧盟自然而必要的选择。
抱有偏见；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直言反对
“新冷
战”，表示“这很糟糕”。在七国集团峰会期
存分歧
间，
默克尔和马克龙也都表示，
西方国家在全
分析人士指出，
美欧双方在经贸、大国竞
球性问题上应与中国合作。
争等议题上分歧不少。
分析人士指出，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自身
在经贸方面，美欧就航空补贴争端达成
利益考量不愿追随美国与中俄对抗，美国想
的只是休战协议，双方只是在五年内暂停针
把欧洲盟友绑上竞争战车的图谋恐难得逞。
对彼此的报复性关税，能否通过谈判最终找
新华社布鲁塞尔 6 月 15 日电

美国研究报告：

2019 年 12 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出现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5 日电 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 15 日在美国《临床传
染病》杂志上报告，美国 5 个州在官方公布
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前已出现新冠感染病
例，这表明新冠病毒 2019 年 12 月就已在
美国出现。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
称，这一研究结果也支持了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此前与此相同的研究发现。
美国疾控中心呼吸道病毒免疫学团队
首席研究员娜塔莉·索恩伯格接受美媒采

访时评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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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3 月 18 日期间从全美
50 个州采集的 24079 个血液样本进行了
新冠抗体检测和分析。结果发现，有 9 个
样本呈抗体阳性，其中 7 例来自伊利诺伊
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
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阳性病例，时间早于这
5 个州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时间。
论文指出，
检测为阳性的样本中最早是

2020 年 1 月 7 日在伊利诺伊州采集的样
本。从感染新冠病毒到抗体出现的中位时
间为 14 天，这表明新冠病毒最早可能在
2019年12月24日就已在伊利诺伊州出现。
本次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克丽·阿
尔特霍夫表示，当时由于检测受限，公共卫
生部门可能未能发现新冠病毒在已知地区
之外也有传播。对血液样本进行新冠抗体
检测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疫情暴发初期
新冠病毒传播状况。

美国疫情：
当 70％遇上 60 万

拜登提名“英雄机长”出任大使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总统拜登 15 日公
布 9 名美驻外大使提名人选，包括曾驾驶
遇险客机降落在纽约哈得孙河的“英雄机
长”
切斯利·萨伦伯格。
据路透社报道，因“哈得孙河奇迹”而
名声大噪的机长萨伦伯格被拜登提名为国
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美国代表。
萨伦伯格 2009 年驾驶一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从纽约起飞不久撞上雁群。
凭借娴熟技术，他成功将遇险客机降落在
哈得孙河河面，155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
部获救。萨伦伯格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
《萨利机长》。
拜登当天公布的提名人选还包括前副国
务卿汤姆·奈德斯、
拜登长期的外交政策顾问
朱莉安娜·史密斯和前内政部长肯·萨拉扎。
他们分别被提名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驻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和驻墨西哥大使。
加上 15 日公布的名单，拜登提名的大
使人选数量目前已达 19 人。提名人选须
经参议院确认方可上任。

斯里兰卡朝野政党共同举办
庆祝中共百年华诞大会

新华社科伦坡 6 月 16 日电 斯里兰卡共产党、人民阵
线党、自由党、统一国民党等 12 个朝野主要政党 15 日以
视频方式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并
现场宣读斯朝野政党共同签署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贺函。
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前总统西里塞纳、前总理维克勒
马辛哈等分别以各自政党领导人身份参会并致辞。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等应
邀与会并发言。
斯里兰卡各政党领导人盛赞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以及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繁荣与进步特别是为发展中国争
取民族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强调中共百
年华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事，也是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
全世界广大政党和民众的共同盛事；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
共交流合作，
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共同推动斯中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
斯执政党人民阵线党领袖、政府总理马欣达表示，
斯中
两国、两党关系源远流长，
患难与共、相互支持，
正如僧伽罗
典籍中所说
“真正的朋友与你同甘共苦，
就像壁画一样永不
旁顾”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斯里兰卡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朋
友在各个时期向斯里兰卡提供的各种无私帮助。
自由党主席、前总统西里塞纳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有效应对疫情、迅速恢复经济，
盛赞中国消除绝
对贫困，认为这体现了中共的伟大政治力、意志力和执行
力，
值得斯各政党认真学习。
统一国民党领袖、前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
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斯里兰卡从对华合作
中获益匪浅。
宋涛与斯方友人共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不平凡
历程，强调中共百年历史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
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历史。中斯两国两党拥有相似的经历、政策、理念
和使命，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互鉴、深化互利合作、坚
持战略协作，
携手实现强国富民的美好梦想。
戚振宏说，
此次会议是中斯党际交往的一件大事，
必将
在庆祝中共百年华诞的系列活动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斯里兰卡相关政党基层及海外党员代表、所属工青妇
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
多家网络媒体现场直播大会盛况。

“汉语桥”俱乐部在埃及成立

新华社开罗 6 月 15 日电“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揭牌
仪式 15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高等教育部认为俱
乐部将成为两国青年交流的纽带，
使两国青年受益。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埃及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穆罕
默德·艾曼·阿舒尔和开罗大学校长穆罕默德·奥斯曼·霍希
特等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揭牌仪式。
廖力强在视频致辞中说，
“汉语桥”比赛已经成为埃及
青年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对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的成立为广
大喜欢中文的埃及青年朋友搭建了交流平台，为双方继续
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
阿舒尔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和科技的
发展已经使中文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语言之一，目前埃及青
年学生已经自发形成学习中文的热潮，中文也成为埃及高
校教授的基本语言之一。
埃及有着良好的中文教学传统，从 1958 年开始设立中
文专业，是中东以及非洲最早开展中文教学的国家。目前
有 16 所埃及院校开设了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程。2020 年 9
月，中埃双方在开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文教学正式纳入埃
及中小学教育大纲。

美国多地高温破纪录

美国西部多地本周遭遇创纪录高温，
大
约 5000 万美国人 15 日面临
“高温警告”
，
一
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逼近50摄氏度。
法新社 15 日援引美国国家气象局的
话报道：
“美国西部地区正在经历长时间破
纪录的热浪”
“ 高于正常气温到极端高温”
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周末。
这股热浪在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肆
虐，自东至西覆盖怀俄明州至加利福尼亚
州，自北向南席卷爱达荷州至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 14 日最高
气温达到 46 摄氏度，与 1974 年最高气温
纪录持平。但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之前，
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 48 摄氏度。
与此同时，当地媒体报道，内华达州拉
斯维加斯正在遭受自 2013 年初夏以来最
极端的长时间热浪，预计这座城市 16 日气
温可能接近 1940 年创造的 47 摄氏度纪
录。地方政府已经为无法使用空调的居民
开设
“冷气站”
。
位于加州莫哈韦沙漠的帕姆代尔市
14 日气温达到 41.6 摄氏度，打破 1966 年
的 40.6 摄氏度纪录。
犹他州首府盐湖城、蒙大拿州比林斯
和利文斯顿等城市同样创造了高温纪录。
怀俄明州里弗顿气象局气象学家比
尔·默雷尔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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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卫生工作者在阿富汗被杀
联合国强烈谴责

6 月 14 日，
美国国会议员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外为约 60 万美国新冠逝者默哀。
当地时间 15 日 21 时 15 分，纽约州包
括曼哈顿、尼亚加拉大瀑布等 10 个地点同
时燃放焰火，
帝国大厦、世贸大厦等纽约州
地标性建筑同时亮起蓝、金两色，
庆祝纽约
州防疫“里程碑”——70％的 18 岁以上人
口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同日宣布，
全州
提前达到联邦政府提出的到 7 月 4 日完成
70％成年人接种疫苗的目标，全州大部分
防疫措施即时解除。而这个时点恰逢美国
疫情中的另一个纪录——全美新冠死亡人
数突破 60 万。在全球 381 万多新冠死亡
总人数中，美国占了近 16％。

最新数据显示，纽约州共有 216 万多
人被确诊感染新冠，其中死亡 53900 人。
作为美国疫情暴发最早最严重的州，纽约
州曾经历过高达 48.16％的感染率。在布
鲁克林日落公园的 39 街码头，染疫死亡的
750 多人的遗体至今仍冰冻在巨型冷藏车
里；
在靠近布朗克斯的哈特岛上，
数千名死
于新冠者的遗体因家贫或找不到家人而被
掩埋在这里。
再 看 看 科 莫 推 特 下 的 留 言 ：有 人 质
疑各类数据的真实性；有人担心开放防
疫禁令后，面对变异新冠病毒怎么办；有
人抱怨没打疫苗的孩子的感染风险增

新华社发

大；更有人质问，死了那么多人有什么值
得庆祝的……
在美国，疫情发生以来的种种阴谋论
至今没有消散，政客们的各种“甩锅”行为
仍在继续。阴谋论者与抗疫中
“夹带私货”
的政客们才是美国疫情失控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美国的真面目是一方面美国
政客们口头承诺将向世界提供大量疫苗，
另一方面美国却在众多不发达国家急缺
疫苗的时候抢购囤积疫苗。结果是宁可
让千万剂疫苗过期作废，也不与其他国家
分享。
据新华社纽约 6 月 16 日电

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15 日电 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开展
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的 5 名卫生工作者 15 日在连环
袭击中丧生，
另有 4 人受伤。联合国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15 日说，袭击者对卫生工
作者进行了 5 次袭击，这是在楠格哈尔省针对脊髓灰质炎
疫苗接种工作者进行的最新一轮袭击。3 月份，曾有 3 名卫
生工作者在袭击事件中丧生。
联合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员拉米兹·阿拉克巴罗
夫在袭击发生后表示，他“对这些残忍的杀戮行为感到震
惊”，并强调说，
“无情的暴力必须停止”。他敦促阿富汗当
局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阿拉克巴罗夫说：
“联合国强烈谴责任何地方对卫生工
作者的袭击。医疗保健的提供是公正的，任何对卫生工作
者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的攻击都是对儿童的攻击，他们正
在努力保护儿童的生命。
”
阿拉克巴罗夫向遇难者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表示最深
切的慰问，
并祝愿伤者完全康复。

以色列新政府上台后首次空袭加沙
以色列 16 日对加沙地带目标发起空
袭。这是以色列新政府上台后首次对加沙地
带目标实施打击，
也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上月停火以来以色列再次出动战机。
以色列国防军说，以方行动是对巴勒
斯坦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放飞带有燃烧装
置
“纵火气球”
的回应。以色列战机袭击了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
城和汗尤尼斯的军事设施，包括营地和会
议场所。
法新社援引消防员的话报道，那些带
有燃烧装置的气球在以色列南部户外造成

大约 20 处起火点。
加沙地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
“纵火
气球”
是巴勒斯坦武装对以色列
“耶路撒冷
日”游行的抗议。以方空袭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但两处哈马斯军事设施严重受损。
数千名以色列人 15 日举行“耶路撒冷
日”游行，纪念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游行
开始前，以色列加强了“铁穹”防御系统部
署，以应对巴勒斯坦武装可能从加沙地带
发射火箭弹。
游行队伍行至通往耶路撒冷老城的大

马士革门附近时，
遭到巴勒斯坦民众抗议，
抗议者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据巴勒斯
坦卫生部门消息，冲突造成 33 名巴勒斯坦
人受伤，
另有 8 名巴勒斯坦人遭以方逮捕。
哈马斯威胁报复。以色列军方表示，
以方准备好应对所有可能状况，包括再次
爆发冲突。
5 月 10 日起，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武装
组织爆发严重冲突，
导致数千名平民伤亡，
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在埃及斡旋下，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5 月 21 日
正式停火。
新华社专特稿

无线电广播的空中课堂
6 月 14 日，小学生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利用收音机收
听无线电广播的教学内容。受疫情影响，乌干达学校停
课。教育部门利用无线电广播开展教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