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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迴避東擴紅線俄斥不能接受

▲北京海淀區民眾24日排隊接受核酸檢測。 新華社

網友：美國是抗疫最失敗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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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報道：長期抹黑中國抗疫的《紐約時報》，1月26日又刊
登了美國拜登政府兩名防疫專家的評論文章，對中國的防疫政策指手畫腳。文章
宣稱，中國 「清零」 政策將催生大疫情、損害全球經濟，更 「建議」 中國應學習
丹麥等國家的 「躺平」 防疫政策，以建立群體免疫。這篇文章一經發布，便在美
國網絡上被網民狠批，有網友擺出美國87萬人病歿的數字，直言： 「這是我讀
過最愚蠢的文章。」

美自由派大法官退休 兩黨勢掀提名戰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報道：美國

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已向總統拜登通報
退休計劃，預計將於今年6月正式退休。現年83歲
的布雷耶是9名大法官中最年長的，有報道指，民
主黨此前一直向他施壓，要求他 「策略性退
休」 ，以便拜登在11月中期選舉前任命更年輕的
自由派大法官；共和黨料將極力阻止拜登的提名
計劃。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26日稱，若有機會拜
登將履行競選承諾，提名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杰克遜和加州最高
法院法官克魯格均為熱門人選。參院民主黨領袖
舒默等人表示，一旦拜登做出選擇，他們將迅速
通過任命。

一名參院助理透露，民主黨人可能會在布雷
耶正式退休前就舉行提名聽證會，甚至完成投票

表決。他的接任者料將趕在10月3日最高院新的開
庭期前履職。

最高院大法官任期為終身制，在諸多關鍵議
題上擁有 「一錘定音」 的權力。美國前總統特朗
普4年內任命3位保守派大法官，將保守派大法官
人數增加到6位，導致拜登政府處處受限。2020年
9月，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在任上病逝，特朗普
火速提名保守派的巴雷特接任，僅用一個月就完
成認證。

美媒指，目前在參院佔微弱優勢的民主黨急
於替換布雷耶，是為了避免再出現金斯伯格那樣
的情況。共和黨正計劃在中期選舉奪回參院，並
放話要阻攔拜登的大法官提名。亦有分析指，拜
登在防疫、經濟和外交方面表現糟糕，提名自由
派大法官可能是他在中期選舉前唯一拿得出手的
「政績」 。

美國躺平 全境疫情變紫
七日每10萬人染疫率

10 30 50 70 100 250 少或無病例 暫無數據

累計確診病例：7291.1萬宗
累計死亡病例：87.6萬人

《紐時》文章錯誤觀點

◀華盛頓特區巡
迴上訴法官杰克
遜（左）為自由
派大法官布雷耶
（右）的熱門接
班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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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評論
Jacob Bacharach

「全球防疫最
失敗的國家（美
國）煞費苦心地去
抹黑和嘲笑防疫最
成功的國家（中
國），這是我們最
近一段時間看到的
最驚人也最愚蠢的
媒體宣傳活動。」

Bob Morris

「這可能
是整個疫情期
間 最 愚 蠢 的
『 科 學 評
論』 。美國的
新冠死亡率是
中國的800多
倍。」

Joscha Bach

「我們學
到的教訓是所
謂 『 群 體 免
疫 』 並 不 存
在。你可能會
在患病後的幾
個月內再次感
染。中國才是
對的。」

Leave no one behind

「美國人通過這種
方式（抹黑中國）消化
令人不快的現實：我們
在處理一場緊急事件時
悲慘地失敗了。未來我
們還會重蹈覆轍，因為
美國把公民視作塵土，
唯一的作用就是讓富人
榨取財富。」

觀點一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清零」政
策打亂供應鏈影響全球經濟。

【事實】

觀點二
•中國應學習丹麥等國，使用 「有效」疫苗
建立群體免疫。

【事實】
有 「Omicron妹妹」 之稱的BA.2變異株已成

為丹麥的主流毒株，該國每日新增逾4萬人染疫，
住院率迎高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研究亦發現，
英格蘭2/3感染Omicron的人士曾經確診新冠肺
炎，顯示 「群體免疫」 無法抵擋Omicron感染潮。

《紐時》這篇評論文章由拜登政府的疫
情專家伊曼紐爾（Ezekiel J. Emanuel）和
奧斯特霍姆（Michael T. Osterholm）撰
寫。二人宣稱，中國的 「清零」 防疫政策
「將被證明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理由是

Omicron變種病毒傳染力極強，而中國嚴格
防疫導致絕大部分民眾未曾染疫，且中國疫
苗 「不行」 ，無法形成群體免疫。文章推
斷，中國遲早會重演美國疫情失控的劇本。

西方媒體最近大規模抹黑中國 「清零」
防疫政策，經常接受《紐時》採訪的美國智
庫 「外交關係協會」 全球衞生問題高級研究
員黃延中，於1月26日在《外交事務》上撰
文，宣稱 「清零」 政策，將使中國更易受
Omicron海嘯衝擊。

美式抗疫 單日逾2200病歿
這些文章的謬論，連美國網民都看不下

去，美國作家巴卡拉克寫道： 「世界上防疫
最失敗的國家煞費苦心地去抹黑和嘲笑防疫
最成功的國家，這是我最近一段時間讀過的
最驚人也最愚蠢的媒體文章」 。曾在哈佛大
學公共衞生學院任教的流行病學專家莫里斯
亦表示，《紐時》的這篇文章 「可能是整個
新冠疫情期間最愚蠢的一篇」 ，美國的新冠
死亡率可是中國的800倍。美國新冠肺炎累計
確診病例達7200多萬宗，累計超過87萬人病
歿，美國近日七天平均新冠死亡人數逾2200
人，創下去年2月以來新高。

網友也指出，兩名美國防疫專家在《紐
時》文章漏洞百出。例如，兩人宣稱中國作
為 「世界工廠」 若繼續實施嚴格的防疫措

施，會重創生產量、打亂供應鏈甚至危及全
球經濟。實際上，2020年中國成為全球唯一
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中國GDP
更是取得了8.1%的高增長，中國採取的 「動
態清零」 防控措施除了保護人民健康，恢復
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更是推動世界經濟復甦
的動力。

「群體免疫」也難擋Omicron
文章亦 「建議」 中國應學習丹麥、德國

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使用 「有效」 疫苗建
立群體免疫。值得指出的是，丹麥新冠疫苗
接種率雖達82%，但近期放寬防疫限制後，

每天新增確診攀升至4.6萬宗高峰，傳播力更
強的Omicron亞變種BA.2已成為當地主流毒
株。這兩天丹麥卻宣布放寬防疫限制，理由
是即使感染率高，ICU入住率未惡化，疫情發
展可控。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26日一項研
究證實， 「群體免疫」 並不能抵擋Omicron
感染。據統計，英國今年1月染上Omicron的
約4000名患者中，近2/3之前曾經或疑似感染
過其他新冠毒株。當前，英國99%新增病例
感染的是Omicron變種病毒。

對於歐洲國家紛紛放寬防疫限制，世界
衞生組織歐洲區主任克魯格23日警告說：現
在放鬆還為時過早，新變種仍可能帶來巨大
變數。

另外，美國智庫 「經濟與政策研究中
心」 研究員卡什曼認為，伊曼紐爾作為美國
政府疫情顧問之所以會發表這一荒謬文章，
很可能是為了藉攻擊中國防疫，來掩蓋美國
對於控制疫情的失敗。據悉，伊曼紐爾2014
年前曾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過一篇極具爭
議性的文章，稱人在75歲死亡時對社會和家

庭最好，如果年紀太大，生命會變得沒有意
義與價值。卡什曼諷刺道： 「對於如今因新
冠而死去的美國長者來說，這真是很有幫助
的建議。」

▲《紐約時報》26日發布評論文章，對中國
「清零」 政策指手畫腳。 網絡圖片

▲俄羅斯士兵26日在演習中發射榴彈炮。
路透社

資料來源：
《紐約時報》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綜合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新華社
報道：美國與北約26日分別向俄羅斯遞交了有關安
全保障問題的書面回覆，正式拒絕莫斯科提出的 「北
約不得進一步東擴」 等關鍵要求。俄官員表示，有
關回覆不能令俄羅斯滿意，俄方不會接受。

俄羅斯於上月提出兩份安全保障協議草案，要
求美國和北約作出明確回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6
日證實，美駐俄大使沙利文已親手向俄外交部提交

書面回覆，北約同日亦遞交另一份回覆。布林肯稱，
已就雙方能找到共同點的領域提出外交建議，願與
俄保持對話。

據悉，在兩份回覆中，華府與布魯塞爾稱願就
歐洲裁軍、縮編導彈數量、擴大軍演透明度與互信
交流機制等問題與莫斯科進一步交涉，但對 「北約
不吸納烏克蘭」 、 「北約不得在波蘭以東派駐軍力」
等莫斯科最關切的部分一口拒絕。

對此，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
副主席扎巴羅夫表示，美方的回覆不能令俄滿意，
俄方不會接受， 「華盛頓正走向直接對抗」 。俄外
長拉夫羅夫表示，美國未對最重要的 「北約不東擴」
問題作出正面回應，立場 「狡猾」 。目前，俄羅斯
部署在俄烏邊境的12萬兵力按兵不動。26日在巴黎
舉行的法德俄烏 「諾曼第模式」 四方會談中，各方
皆同意雖存有分歧，但應繼續遵守烏克蘭東部的停
火協議。

另外，在邊境局勢緊張之際，位於烏克蘭東南
部第聶伯羅市的 「南方機械製造廠」 27日發生槍擊
事件，至少造成5死5傷。據悉，該廠一名負責警衛
的國民衛隊士兵在換防時突然用AK-47步槍向執勤
人員開火，之後攜槍逃離現場。這名士兵現已被逮
捕，當局正對事件展開刑事調查。

妄議中國防疫《紐時》被嘲愚不可及

2020年，中國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
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GDP取得
8.1%的高增長，中國GDP總量按年平
均匯率折算達17.7萬億美元，繼續引領
全球復甦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