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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顾问再爆约翰逊
“黑料”

去年秋天疫情反弹拒绝封城竟因为
“死的人都超过 80岁”

英国英格兰地区 1
9日实施最终
“解封”，只是英国当前的疫情数据仍
然严峻。对此，美国直接将赴英旅行
警告调至最高级别四级，
“ 不要前往
英国”。当天，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
的对英国首相前首席顾问卡明斯的
专访片段中，卡明斯披露，去年入秋
后新冠疫情在英国迅速反弹时，首相
约翰逊不愿收紧封控，缘由是他认为
“要死的人基本都超过 8
0岁”，且公共
医疗系统能承受重负。

两名美国政要接种
疫苗后感染新冠病毒

“我们用不着全国封锁”

英国广播公司 19日播出对卡明
斯专访的片段，定于当地时间 20日播
出完整内容。卡明斯说，当时，他和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英格
兰首席医疗官惠蒂努力劝说约翰逊
从去年 9月中旬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
疫限制，但遭到拒绝。
卡明斯在专访中展示了约翰逊
去年 10月 15日在社交媒体发送的聊
天消息。约翰逊列举数据称，新冠死
亡病例“ 年龄中值”为男性 81至 82
◆1
9日，
英国英格兰地区解封当天，
市民在伦敦乘坐地铁出行。
新华/
法新
岁、女性 85岁，还开玩笑说“那高于预
期寿命。感染新冠活得更久”。这条
格兰，酒吧、夜店、商铺等一派狂欢气
来数月内很可能重启“口罩令”，以应
消息显示，约翰逊写道:
“ 入院的人年
氛。只是，英国当前的疫情数据仍然
对
“德尔塔”
变异毒株的传播风险。
龄几乎不低于 60岁……而且那些人
显示局面严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9日援
几乎全都活了下来。因此，我再也不
作为新冠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大
引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报道，
会相信国民保健制度(
NHS)
会不堪重
臣贾维德的密切接触者，约翰逊 18日
过去一周全美平均日增确诊病例
负这种话。各位，我认为我们可能需
开始居家隔离。他 19日通过视频方
32278例，较前一周上升 66%，较更前
要重新调整……这个国家年龄超过
式出席疫情发布会时说，至今英格兰
一周增加 145%；平均日增死亡病例
80岁的人最多 300万。”
“这显示我们
96%的 50岁以上人群和 83%的 30至
258例，
较前一周增加13%。美国疾控
用不着全国封锁。
”
50岁人群已接种一剂疫苗，但 18至
中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 13日的
直到去年 10月 31日，
约翰逊才宣
30岁人群中的 35%(
约 300万人)
仍未
一周内，
日均新增住院病例2794例，
较
布英格兰地区封锁 4周，认为有必要
接种疫苗。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前一周增加 35.
8%。美国日均新增住
以此确保国民保健制度不会崩溃，理
瓦兰斯 19日说，英国住院治疗的新冠
院病例自6月25日以来持续增多。
由是数据显示，
若不采取
“强硬行动”
， 感染者中，
大约六成没有接种疫苗。
专家认为，近期美国病例激增与
死亡人数可能达到
“一天几千人”
。
面对英国疫情现状，美国疾病控 “德尔塔”变异毒株加速传播、未接种
对 此 ，英 国 首 相 府 发 言 人 回 应
制和预防中心和国务院 19日分别将
疫苗群体易受感染、各州解封后人群
称:
“ 自疫情开始以来，首相在最科学
针对英国的旅行警告从三级上调至
聚集活动大量增加等因素有关。美
的指导建议下，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生
最 高 的 四 级 。 美 国 疾 控 中 心 建 议: 国疾控中心 16日发布报告称，
“ 德尔
命和维持民生。”
“如果必须赴英国旅行，请确保行前
塔”毒株已成为美国的主导型变异新
卡明斯去年 11月离职后多次批
完全接种疫苗。”美国国务院的警告
冠病毒，预计其感染病例在美国新增
评约翰逊政府抗疫不力。在路透社
直截了当:
“ 鉴于新冠疫情，不要前往
确诊病例总数中占比约 57.
6%。
看来，尽管英国国内对约翰逊是否称
英国。”美国今年已数次调整赴英旅
近来美国疫苗接种进度减缓。
职和政府抗疫表现的质疑和批评声
行建议，5月将赴英旅行建议定为第
美国疾控中心的每周报告显示，截至
不断，但卡明斯几次“炮轰”尚未严重
三级，建议没有接种疫苗的公民避免
19日，全美约 1.
86亿人完成一剂疫苗
打击约翰逊的支持率。
赴英旅行。
接 种 ，占 总 人 口 的 56.
1%。 其 中 约
1.
61亿人完成两剂接种，占总人口的
美国警告不要赴英旅行
美国所有州病例数激增
48.
6%。
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
英国 19日起在英格兰地区实施
反观美国，近期新增确诊、死亡
和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穆尔蒂介绍，
“解封”：不再强制戴口罩，不限制聚
和住院病例数均出现严重反弹，所有
美国目前超过 97%的新冠住院病例
会人数和一般场所的社交距离，准许
50个州的病例增幅均在上升。媒体
是未接种疫苗的群体；约 99.
5%的死
所有经营场所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
报道称，这是美国今年 1月以来首次
亡病例也来自未接种疫苗群体。
家办公……许多英国人欢天喜地，称
所有州新增病例数激增。美国公共
本报综合新华社、
《齐鲁晚报》消息报道
这一天为“自由日”。19日凌晨的英
卫生局局长穆尔蒂表示，美国多地未

海地新政府成立
新华社墨西哥城 7月 20日电（记
者 王钟毅）据海地当地媒体消息，海
地新政府当地时间 20日成立，阿里埃
尔 亨利出任总理。
新政府就职仪式当天下午在海地
首都太子港举行，
前总理克洛德 约瑟夫
在新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新政府财经
部长等多个职位仍由前内阁成员担任。
亨利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新政府
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社会秩序，确保

国家安全，为组织总统和议会选举创
造条件。他说，新政府将优化投资环
境，努力修复新冠疫情和社会犯罪冲
击下的经济。
亨利在就职仪式开始前为 7日遇
刺身亡的总统若弗内尔 莫伊兹举行
了哀悼活动，他表示要彻查总统遇刺
案件，
将罪犯绳之以法。
海地总统莫伊兹在遇袭前已于 5
日签署任命，由前政府部长亨利出任

新一任总理，接替约瑟夫。原定于 7
日举行的新总理就职仪式因当天凌晨
总统遇刺而取消。
亨利现年 71岁，曾是一名神经外
科医生，2015至 2016年先后担任海
地内政部长、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长。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
尼奥拉岛，人口超过 1000万。近年
来，海地各党派之间政治纷争错综复
杂，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0日电（记
者 邓仙来 徐剑梅）美国白宫和国
会众议长办公室 20日分别确认，白
宫一名官员和国会众议长办公室一
名发言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而他们两人此前均已完成两剂
新冠疫苗接种。
白宫新闻发言人珍 普萨基在
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名
白宫官员 19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目前症状轻微，此人早前
已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白宫医
疗团队在进行密接者调查后确认，
总统拜登、白宫主要官员和普通职
员均未与该官员密切接触。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
长佩洛西办公室副主任德鲁 哈米
尔当天也发表声明说，佩洛西办公
室的一名新闻发言人 19日的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人也完成
了两剂新冠疫苗接种，近期未与佩
洛西密切接触。这名发言人上周曾
接待到访华盛顿的约 60名得克萨
斯州议会民主党籍议员，他们中目
前 有 6人 新 冠 病 毒 检 测 结 果 呈 阳
性。
随着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
在美广泛传播，近期美国疫情核心
指标严重反弹，全国 50个州的感染
病例增幅均在上升。与此同时，美
国疫苗接种率增长几近停滞。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0日的数据
显示，美国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
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 48.
7%。

印度一男孩因感染
H5N1型禽流感死亡

新华社新德里 7月 21日电（记
者 胡晓明）位于首都新德里的全印
医学科学院 20日报告说，一名 11岁
男孩因感染 H5N1型禽流感病毒于
当日在该机构死亡，这是今年以来
印度报告的首例禽流感死亡病例。
据印度媒体报道，这名男孩于 7
月 2日因肺炎和白血病入院治疗，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印度
浦那国家病毒研究所一份报告证实
其感染了 H5N1型禽流感病毒。
目前，所有与患者接触过的工
作人员都已被隔离观察，印度国家
疾病控制中心已派出工作组前往患
者家乡哈里亚纳邦的一个村庄，对
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以检查
是否有更多 H5N1型禽流感感染病
例。
今年年初，印度哈里亚纳邦、旁
遮普邦和新德里等多地暴发禽流感
疫情，研究人员在死亡禽类样本中
检测出 H5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但
当时并未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