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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16 日在
两场分别面向大学和高中毕业生的致辞
中谈及时事，尖锐批评现任政府官员在抗
击新冠病毒疫情中表现不力。

16 日下午，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应
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在多家社交媒体平
台上播出。奥巴马在一段视频中谈到疫
情时说：“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原以为许多
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这场疫情最
终完全驱散了这层迷雾……其中很多人
甚至都不愿装出领导人的样子。”

奥巴马还说，疫情中黑人族群受到的
打击更大，折射出美国黑人群体长期以来
遭遇不平等对待、承受沉重负担。

当天晚上，奥巴马在另一场面向高中
毕业生的电视转播演讲中，再次不点名地
批评现任政府官员。他说，“所谓的成年
人，包括一些有着高大上头衔和重要职务
的人”，却只是“做着让他们感觉良好、轻
松、容易的事”，“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事情
搞得一团糟”。

在两次致辞中，奥巴马没有对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或任何政府官员指名道姓。
不过，奥巴马8日在和大约3000名他执政
时期政府成员的电话会议中说，特朗普应
对疫情的做法“绝对是场混乱的灾难”。

奥巴马还在那次电话会议中说，他将
尽力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助选。
拜登是奥巴马任期内的副总统，并且是民
主党方面目前唯一的总统竞选人。

奥巴马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
力后，特朗普连续多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回击，要求国会调查“奥巴马门”，但没有
解释何为“奥巴马门”。

奥巴马16日在演讲中还呼吁大学毕
业生面对社会不公、领导人缺位等情况，
勇于接受挑战，改变现状。

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上世纪60年代
设立，由美国教育部认证的100余所以黑
人学生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其中一
些院校因经费等问题已经陆续关闭。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6 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460万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累计确诊病例 1456841 例，累计死亡
病例8823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万
例的国家还有俄罗斯、英国、西班牙、意大
利和巴西。此外，法国和德国累计确诊病
例均超过15万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
和地区数据。

新华社特稿

奥巴马批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

5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人们观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线上演
讲。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5月16日电（记者林惠芬）
罗马尼亚登博维察县卫生局16日证实，该县一个家
用电器工厂因66名员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宣布
停工。此外该国东北部一家修道院31名修士被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罗媒体报道，位于罗首都布加勒斯特西北约
80公里处的“北极”家用电器一家工厂两名员工于
本月7日和9日先后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一周后
又有一名员工被确诊。工厂随后对全体员工进行
检测，迄今共有66人被确诊，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
者，但所有确诊者都已被安排入住当地医院。

另据报道，罗东北部一家修道院 31 名修士 15
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据悉，上周一名住在修道
院的男子死于新冠肺炎，当地卫生局随后决定对该
修道院进行全体检测。

罗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 16 日 13
时，该国新增确诊病例 267 例，累计确诊 16704 例；
累计死亡1081例；累计治愈9674例。

罗马尼亚14日结束为期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并
于次日进入低一个等级的戒备状态。根据相关规
定，从15日起，居民在本地出行不再需要填写出行
声明，但离开本市需要充分的理由并填写出行声
明；在封闭的公共场所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
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有露天出口
的商店、理发店、牙科诊所、博物馆等恢复营业和开
放；餐厅、酒吧、影院及娱乐场所暂不恢复营业。

新华社电 美国纽约一名男子到夏威夷游玩，不
料上传至社交媒体的海景照成为他违反隔离令的
证据。他随后被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援引夏威夷州长办
公室的一份声明报道，这名男子现年23岁，因违反
夏威夷州要求外地游客自我隔离14天的规定以及

“向政府作伪证”被捕。他11日抵达夏威夷州瓦胡
岛，很快就在社交媒体“照片墙”上展示自己在当地
海滩的大量照片。按照他的说法，他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到达照片显示的地方。

声明说：“由于看见他帖子的市民（举报），政府
注意到他在社交媒体发的帖子，内容包括带着冲浪
板在沙滩上、日光浴以及夜晚在怀基基海滩漫步。”

截至16日，夏威夷累计报告638例新冠确诊病
例和17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蔓延，州政府要求
游客登岛后先自我隔离14天，其间不得离开住所，
同时必须填写文件，承认违反隔离令即为犯罪。按
规定，如果违反隔离令将被处以 5000 美元（约合
3.55万元人民币）罚款和最长1年监禁。目前，隔离
令有效期延长至6月底。包括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
妇在内，已有多名游客因违反隔离令被捕。

新华社纽约5月17日电 最近，
纽约哈特岛集中埋葬新冠肺炎病死者
遗体的照片震动国际社会。鲜为人知的
是，这些被草草埋葬者，绝大部分是生
前无家可归、付不起丧葬费或联系不上
家属的患者。

这一凄凉画面折射出美国社会的
冷酷和不公。在席卷全美的新冠疫情面
前，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
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成为
媒体关注的焦点，与社会底层群体的悲
惨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疫情暴发后，少数族裔成为受影响
严重的群体。最近的一份统计显示，非
洲裔美国人的新冠死亡率是白种人的

2.6倍。非洲裔美国人只占总人口13%，
但却占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的27%。
拉丁裔和亚裔的新冠死亡率也普遍高
于白人。

贫穷阶层也是疫情中的弱势群体。
官方统计显示，全美有 3360 万人无带
薪病假，约2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许
多穷人因付不起医药费而不敢去医院。
盖洛普调查公司最新民调显示，14%的
美国成年人即使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
状，也会因没钱放弃入院治疗。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
统计，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140 万，
累计死亡近8.5万例。今年是美国选举
年，为了能胜选，部分政客撒谎、推诿、

转移视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美国领导人多次在发布会上表示，

即便会有更多人死亡，也要尽早重启经
济。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接受媒
体采访时竟然说，美国经济不能因为新
冠疫情而被打垮，很多老人愿意为了拯
救国家而牺牲自己。此类言论令人心
寒。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直斥其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
怎么定义疫情笼罩下的美国？最

近，美国《大西洋月刊》6 月号在题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文章中
说，“并不是新冠病毒击垮了美国，是它
揭示了早已垮掉的美国。”这论断很深
刻，也一语中的。

新华社电 乘坐飞机时，不少人会翻看免费杂志
打发时间。新冠疫情期间，一些航空运营商出于保
护乘客健康考虑，取消提供机上杂志。

英国《每日邮报》15日报道，乘客在机舱内可能
接触到的各种物体中，杂志携带病毒的风险最低。
不过，为让机舱内尽可能卫生，加拿大航空公司不
仅使用医用级消毒剂在机舱内消毒杀菌，还撤下航
班上原本提供的免费杂志，以免杂志成为潜在传染
源。其他一些航空运营商也出于卫生或经济方面
考虑，取消提供机上杂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让乘客旅途中不那么无
聊，英国航空公司的前身——帝国航空公司向客人
提供小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52年率先在客舱
内提供杂志。随着科技发展，机上娱乐服务越来越
丰富，免费杂志略显“鸡肋”。

一名曾担任航空公司市场主管的匿名人士说，
新冠疫情之下，航空公司向客人提供的服务减少，
取消机上杂志这类基本服务是一个节省成本的办
法。而欧洲知名廉价航空运营商瑞安航空公司为
节省成本，早已取消提供免费机上杂志。

罗马尼亚报告两起

新冠聚集性感染事件

照片暴露行踪

夏威夷游客违反隔离令被捕

为安全多家航空运营商

取消机上杂志
新华社巴西利亚5月16日电 巴

西在2月底确诊首例新冠病例后，至今
仍处于疫情不断加剧的阶段，本月 13
日以来，每天新增确诊病例都在万例以
上。截至 16 日晚，巴西累计确诊病例
数已达 233142 例，超过了西班牙和意
大利，成为全球病例数第四多的国家。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如果巴西疫情依然
得不到控制，那巴西或将成为下一个全
球疫情重灾区。

数据显示，截至16日，巴西新冠累
计死亡病例数也逼近1.6万例，是全球
死亡病例数第六多的国家。回顾病毒
降临南美初期，巴西的应对速度并不算
快，周边个别国家从一开始便拿出强硬
的防控措施，而巴西却以确诊病例均为
境外输入为由静观其变。直至 3 月中
旬，巴西两座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
卢均出现社区传播，巴西多名访美官员
被确诊，各州才开始拿出具体行动，并
逐渐实行全面隔离。巴西政府在 3 月
30日才完全关闭边境，4月初才开始呼
吁民众戴口罩出行。

新冠病毒最初只在巴西大城市传
播，如今已波及发展落后的小城镇，而
卫生条件较差的贫民窟也同样令人担
忧。目前，约 20 座巴西城市处于“封
城”状态，另有部分州市即将把“封州”

“封城”提上日程。人口最多的圣保罗
州确诊病例在16日突破6万，远超巴西
其他州，然而是否“封州”仍在商议之
中。该州民众居家隔离程度其实并不
理想，15 日仅 47%的居民遵守隔离要
求。州政府认为要想有效控制病毒传
播，隔离率至少要达到55%，最理想则
要达到70%。

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市有权自
行决定防疫措施。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和卫生部长以及各州州长在防疫方面
的分歧成了巴西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保健康”还是“保经济”是多
方拉锯的原因。

巴西卫生部长内尔松·泰奇 15 日
宣布辞职，成为巴西一个月以来去职
的第二名卫生部长。上一任卫生部长
路易斯·曼代塔上月 16 日被博索纳罗

解职。两名卫生部长接连离职，皆因
无法与博索纳罗在防疫政策上达成一
致。

博索纳罗反对全面隔离，更反
对“封城”，他认为只有老人需要居
家隔离，全面隔离损害国家经济，
然而两任卫生部长和大多数州长都
认为全面隔离是目前控制疫情最有
效的措施。

泰奇的辞职震动了巴西市场。15
日，巴西货币雷亚尔再次贬值。今年以
来，雷亚尔对美元已贬值超过47%，成
为同期对美元贬值最为严重的新兴经
济体货币之一。

巴西经济部 13 日预测，由于疫情
影响，巴西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跌
4.7%。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历史数据
显示，若该预测成真，那么巴西将遭受
12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部
还指出，该预测是“按照社会隔离措施
持续到5月底计算的，如果继续延长，
巴西经济受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还将
继续扩大”。

巴西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全球疫情重灾区

新冠疫情下的新冠疫情下的““美国病美国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