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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猛于虎。2021 年，能否
遏止美国国内肆意蔓延的新冠疫
情，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过去一年，美国累计确诊和
死亡病例数长期位居全球之首。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福奇预测，2021 年 1 月中旬
可能是美国疫情的“至暗时刻”。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
医疗水平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却
沦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对
此，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达巍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
抗疫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全国统
筹。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文
说，联邦政府的卫生指南不是缺
位，就是漏洞百出。《华盛顿邮
报》援引美前卫生官员的话说，由
科学家组成的美国公共卫生机构
一直被政治化、被操纵、被忽视。

达巍建议，拜登政府应进行
科学、有力的舆论引导，不将公共
卫生机构政治化，提高联邦政府
执行力，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

“内耗”已成美国政坛突出
“病症”。2021 年，能否扭转国家
治理失灵，将考验美国新一届政
府的政治智慧。

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主、共
和两党中相互“极度讨厌”的人
数比例从 25 年前的 16.5%上升
至当前的 80%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执行院长王文对记者说，美国
恶性党争已白热化，民主党和共

和党关系已到“只要你赞同我就
反对”的地步。王文认为，新一届
美国政府需提高领导力，尽快扭
转治理失灵现状，重建美国政治
秩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
题学者袁莎则表示，拜登可能成
为“跛脚鸭”总统，施政掣肘因素
较多。

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举步
维艰。2021 年，如何既抗疫情又
保经济，将考验拜登执政团队的
“平衡术”。

2020 年 2 月，美国结束持续
逾 10年的经济扩张。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当年 10 月预测，2020 年
美国经济萎缩 4.3%，2021 年或有
望实现 3.1%的增长。

美国 2020 年底通过总额约
9000 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以
应对疫情。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
问穆罕默德·埃尔 -埃利安认为，
纾困计划不会显著改变美国经济
短期走势，也难以对冲美国经济
面临的长期风险。

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弗
曼指出，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政
府救助计划规模要足够大，措施
要足够持久。

当今美国，贫富差距与种族
矛盾日益扩大。2021 年，能否最
大限度弥合社会分裂，将考验拜
登政府的“团结术”。

疫情袭击之下，美国社会的
贫富差距充分暴露并进一步拉

大，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
萧条以来最高点。

此外，美国种族对立日益加
剧。2020 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
德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等事件引
发全国性抗议示威浪潮；美国疾
控中心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中少
数族裔的感染率和致死率“不成
比例”地高于白人。

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执政团
队要想根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社
会不公的“内在病灶”将面临极
大困难。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教授李海东表示，2021 年拜登
就职后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缓和
种族关系，但不可能根本解决种
族矛盾。

近年来，美国在国际社会毁
约“退群”成瘾。2021 年，拜登政
府能否带领美国真正回到多边主
义轨道，值得观察。

过去一年，美国单边主义倾
向愈发严重，特朗普政府宣布美
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破坏
全球抗疫努力。

批评人士指出，作为超级大
国的美国，执意奉行本国第一、本
国优先，大搞单边行径，不断退群
毁约，不但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
国际义务，还把谋取一己私利建
立在损害别国正当利益之上，正
在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
家吕祥对记者说，美国一朝失信
于国际社会，即使想要重新树立
国际威望，恐也将面临“不信任危
机”。

新华社雅加达 1 月 10 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家交通安全委员
会 10 日证实，搜救人员已经确定
了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
匣子的位置。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

贾约诺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搜救人员根据信号发现了
失事客机两个黑匣子的位置，相信
黑匣子很快就会被打捞出水。
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海军当

天上午在雅加达西北部海域捕捉到
疑似失事客机发出的信号，潜水员
随后在信号发出的位置发现飞机机
尾残骸。目前搜救区域主要集中在
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的拉基岛附近
海域。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印尼交
通部、海军等部门，共出动 28 艘舰
船、5 架直升机以及上百名潜水员
参与搜救。

印尼总统佐科 10 日发布视
频，代表印尼政府和印尼人民向此
次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要
求有关各方动用所有资源、尽最大
努力搜寻失事客机上的人员，并要
求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调查失事原
因并尽快发布相关报告。

当地时间 9日 14 时 36 分，三
佛齐航空公司这架载有 62 人的波
音 737-500 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
甸，14 时 40 分左右与地面失去联
系，之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千岛
群岛区域海域。据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消息，印尼方表示经初步核实机
上没有非印尼籍乘客。
三佛齐航空公司总部位于印尼

雅加达，主要营运国内航线及少量
国际航线。据了解，这架失事客机于
1994 年 5月试飞，加入三佛齐航空
机队 8年。

据新华社报道

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
视频显示，在印度北方邦，一群男子
残忍打死一头濒危珍稀动物恒河豚。
警方以此为线索逮捕3名男子。

印度快报新闻社 8 日援引布
勒达布格尔镇警方的话报道，那头
恒河豚上月不慎游入沙尔达运河。
一群男子上月 24 日发现了它，残
忍地将其杀死。相关视频本月 6日
在网上广泛传播，警方随后介入调
查，8 日以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
法逮捕其中 3名男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 日援
引当地警方的话报道，视频上出现
的另 9名施暴者眼下在逃。
那段视频显示，一群男子用棍

棒击打一头恒河豚，其中一人最后
把斧子砍入恒河豚体内。当恒河豚
被人拖着施暴时，有人在大笑。

按警方说法，被捕的 3 人不认
识恒河豚，当时第一次看到河中有
“如此大的鱼”，想杀了它招待村
民。
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林业部门

官员上月底在河岸上发现那头成年
恒河豚尸体。他们认为，这件事说明
亟需增强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
恒河豚是濒危动物，主要生活

在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国境内流
域，2009年由印度政府列为国家级
水生动物。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说，
世界上现仅存 1200 头至 1800 头
恒河豚。

据新华社报道

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名女性面
部、颈部和上身突然长出类似胎毛
的白色绒毛，且两个月内生长迅速。
她为此找皮肤科医生就诊，后来确
诊患肺腺癌。

这名女性现年 51 岁。澳大利
亚 7News 新闻网站 9 日报道，墨
尔本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心两名
研究人员近期在美国《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周刊报告这一病例。
报告没有提及女子姓名，只说

她有 37 年吸烟史、没有服用任何

药物，身上长毛两个月后出现疲劳、
体重减轻、咳嗽等症状。起初她的症
状让医生感到困惑，因为那些表现
可能与癌症、神经性厌食症、内分泌
紊乱或服用某些药物存在关联。

鉴于这名女子没有相关患病
史，经相关检测和电子计算机断层
扫描（CT），医生发现她右肺下叶
有一处 12 毫米大的阴影，最终确
诊她患肺腺癌。
这名女子眼下已接受两个月化

疗、放疗及免疫抑制剂德瓦鲁单抗
治疗，身上长毛的速度大大放慢，体
重减轻和咳嗽问题也获解决。

如何治愈“五大病”
———2021 年美国形势展望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2020 年，美国“病”得不轻：新冠疫情失控，政治极化严重，经济陷入衰退，社会撕裂惊人，毁约“退群”成瘾。
2021 年 1 月 20 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正式入主白宫。 宣称要“治愈”美国的拜登将如何应对今日美国的

“五大病”，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月 7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戴口罩的女子推着婴儿车经过国会大厦。 /新华社

印尼确定失事客机黑匣子位置

脸上突然长毛 澳女子意外发现患癌

打死濒危动物恒河豚 印度3男子被捕

1月 10 日，搜救人员搬运失事客机残骸。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