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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德特里克堡是美方必须回答的问题
已有约500万中国网民联署给世卫组织的公开信，外交部：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温
馨 成欣） 截至7月21日下午， 已有

约500万中国网民联署了呼吁世界卫

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

室的公开信。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调查德

特里克堡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

人民的呼声， 是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

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赵立坚说， 此次联署自7月17日

发起以来 ， 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

积极响应 ， 不到5天就有约500万人

参加 。 节节攀升的数字代表着中国人

民的心声 ， 表明了他们对美方一些人

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愤怒 。 美国

本应及早调查德特里克堡 ， 但一直没

有这样做。

赵立坚说， 德特里克堡之谜至今无

解。 2019年7月， 美国疾控中心给德特

里克堡基地发终止函， 要求其终止大部

分操作。 就在同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开

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

康星州暴发大规模 “电子烟疾病”。 7月

底， 靠近德特里克堡的两家养老院出现

一种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

9月， 德特里克堡所在地马里兰州报告

称 “电子烟疾病” 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

倍。 即便如此， 美方仍以 “国家安全”

为由， 拒绝公布关于关闭德特里克堡的

原因。 历史上， 德特里克堡也有令人不

安的劣迹和污点。 基地中保存着二战后

包括德国纳粹细菌战实验室主管和侵华

日军731部队等在内的细菌战研究资料。

美国媒体也披露， 德特里克堡至今仍存

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

“这些事件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美

方究竟打算何时就此公开澄清？” 赵

立坚问。

“调查德特里克堡是包括中国人

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呼声， 是美方在

病毒溯源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赵立

坚说， 面对本国近63万因疫情逝去的

生命， 美方应展现透明， 切实采取措

施彻底调查本国疫情源头， 彻底调查

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并追究责任者，

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堡及200多个美国

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种种疑云， 给世界

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法官员：确诊病例增速前所未有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快速传播

新华社巴黎 7 月 20 日电 （记者陈
晨）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 20 日表示， 变

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法国快速传

播， 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 1.8 万例， 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韦朗当天在国民议会会议上表示，

德尔塔毒株的快速传播导致法国新冠疫

情形势恶化， 确诊病例增长速度前所未

有 。 他呼吁法国民众积极接种疫苗 ，

“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武器， 也是摆脱疫

情的唯一途径”。

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 19 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 ， 法国已进入第四波

疫情 ， 新增确诊病例中感染德尔塔

毒株的病例占 80% ， 住院人数再度

增加 。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 20 日公布

的数据， 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18181 例 ， 累计确诊 5890062

例 ； 新增死亡病例 33 例 ， 累计死亡

111554 例。 截至 19 日， 法国已有超过

3700 万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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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型五代战机亮相莫斯科航展
设计性能先进，价格“美丽”，欲与美欧争夺国际市场

俄罗斯20日在莫斯科航展展示新

型五代战机原型机，设计性能先进，价

格“美丽”，寻求与美国和欧洲战机争

夺国际市场。

第15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

会当天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附近的茹

科夫斯基市开幕， 俄罗斯第五代多用

途轻型战斗机原型机正式亮相。

这款战机由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旗下苏霍伊设计局研发。据俄卫星通讯

社报道，作为第五代战机，它具有低可

探测性、超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

设计方介绍， 这款战机最大飞行

速度可达1.8至2马赫，即音速的1.8至2

倍，最大作战载荷7400公斤，不带副油

箱的情况下航程为2900公里。

这款原型机为单座，单发动机，双

垂尾，进气道位于机身下方，内置式武

器舱。在原型机旁，陈列着红外、雷达

制导空对空导弹和空对舰导弹。 设计

方说， 它可以同时打击多至6个空中、

海上或陆地目标。

它的内部武器舱可以携带多架无

人机， 且今后本身也可能开发出无人

驾驶版本。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

家技术集团在航展上展示的电脑模拟

画面显示， 多架新型战机编队飞行过

程中， 每一架战机释放出多架巡航导

弹造型的无人机，与战机一起飞行。

这是俄罗斯50多年来首次推出单发

战机，主打海外市场。俄国家技术集团总

裁切梅佐夫告诉卫星通讯社， 新款战机

质优价廉，在亚太、中东和拉美市场出口

潜力巨大。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在航展上说，

这款战机的目标客户包括非洲国家、印度

和越南。按照他的说法，已经有国家对这

款战机表达“强烈兴趣”。

新款五代机的联合研制方俄罗斯联

合飞机制造公司总裁斯柳萨里说， 预期

这款战机2023年首飞，2026年批量交付。

切梅佐夫介绍，为降低成本、加快研

制速度， 新战机采用了已经服役的俄罗

斯首款五代机苏-57使用的发动机和航

空电子设备， 并且在设计过程中动用超

级计算机。 他说， 它的价格为2500万至

3000万美元，远低于一些国外战机，如法

国“阵风”和瑞典“鹰狮”的单价约为6000

万至9000万美元。

俄方以英文给新款战机命名为

“Checkmate”，即国际象棋中将对方的

王置于死地的“将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 美国向盟

友和伙伴国推销F-35，但用制裁等手

段打压俄方先进武器在国际市场的销

售。新款战机命名为“将死”，“这一信

息的接收对象是谁，不言而喻”。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农民之子”将带领秘鲁艰难爬坡
来自左翼政党的卡斯蒂略战胜藤森庆子赢得大选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7月19日晚宣

布， 左翼政党自由秘鲁党候选人卡斯蒂

略在6月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中以4万多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人民力量

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下届总统。

从6月6日第二轮大选投票至今，漫

长的计票工作以及极其胶着的得票率反

映出卡斯蒂略和藤森庆子所代表的高度

撕裂民意的激烈博弈。

20日， 卡斯蒂略表示他计划组建一

个由不同政治派别人士组成的多元化政

府，以团结社会。分析指出，在这个经历

政局动荡、社会分化的南美国家，卡斯蒂

略面临艰难的“爬坡”。

未来拉美国家大选的风向标

据秘鲁媒体报道， 秘鲁全国选举程

序办公室6月15日曾公布过第二轮投票

结果，卡斯蒂略得票率为50.125%，藤森

庆子得票率为49.875%， 二者票数仅相

差44058票。随后藤森庆子所属的人民力

量党以一些投票站存在欺诈违规行为为

由提起上诉，要求取消数十万张“问题选

票”。卡斯蒂略所在的自由秘鲁党拒绝了

藤森的指控， 同时指出对方部分选票存

在疑似“违规行为”。经过严格审核后，秘

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最终于7月19日官宣

本次大选最终结果。

结果出炉后， 卡斯蒂略在首都利马

向支持发表了胜选讲话， 号召秘鲁人民

团结起来。随后，他在推特上感谢秘鲁人

民取得“这一历史性胜利”，并呼吁在秘

鲁在独立200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共同建

设一个包容、公正和自由的国家。

同一天， 藤森庆子表示接受选举结

果，并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不要参加抗

议活动。 不过她表示承认大选结果仅是

因为“法律和宪法要求她这么做”，她仍

认为存在选举舞弊。

秘鲁现任总统萨加斯蒂此前在接受

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

明本次大选存在 “欺诈 ”或 “舞弊 ”的行

为。此外，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和欧盟观

察员也宣布这场选举自由且公平。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卡斯蒂略虽然

赢得了选举， 但他上台后将面临多方挑

战和考验。半岛电视台指出，秘鲁议会小

党林立， 卡斯蒂略所属政党并未占据议

会多数，未来他将面临议会层面的掣肘。

同时， 秘鲁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出口国家

之一， 卡斯蒂略主张对采矿企业征收大

量的税。因此，他的当选引起了国内矿产

企业的忧虑，并引起国际投资者的不安。

更具深层意义的是， 此次秘鲁大选

被视为拉美左右翼博弈的最前沿， 还是

未来拉美国家选举的风向标。 外媒分析

称，卡斯蒂略的崛起可能预示着巴西、智

利和哥伦比亚在今明两年的大选中都将

向左翼摇摆。

去年，玻利维亚左翼的“争取社会主

义运动” 候选人阿尔塞直接在首轮投票

中胜出当选总统。上月10日，在秘鲁大选

结果尚未官宣的时候， 阿根廷左翼总统

费尔南德斯便先行向卡斯蒂略予以祝

贺。此外，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也在

推特上向卡斯蒂略表示祝贺。

卡斯蒂略主张符合民众
“求变”心理

被称为“农民之子”的卡斯蒂略出生

于安第斯山区一个农民家庭，曾担任乡村

小学教师，几乎没有从政经验。从政治素人

转变为总统，卡斯蒂略获益于以下因素：

首先，秘鲁民众普遍对现状不满，呼

吁变革。过去一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秘鲁政局动荡，贫富差距拉大，新冠死亡

率曾一度位居全球首位， 更是在去年11

月出现了一周之内三任总统的“奇观”。

卡斯蒂略在竞选期间提出将限制寡

头和垄断企业，将矿业、石油、水电、天然

气及通信等行业国有化， 并增加卫生和

教育预算。 对经济体制变革的思路符合

民众的“求变”心理。

与卡斯蒂略的左翼主张不同， 现年

45岁的藤森庆子主张延续秘鲁现行政治

经济模式。 该主张没有满足民众的政治

改革诉求， 也没有迎合选民改善民生的

希望。

其次， 卡斯蒂略的形象更为亲民。在

竞选期间， 与身着西装的建制派政客不

同，卡斯蒂略以一身标志性的秘鲁传统服

饰形象示人，这也让他收获了大量农村和

山区选民的拥护。他向选民承诺，未来执

政将把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作为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长

女， 藤森庆子身陷丑闻。 她此前因涉嫌

洗钱被实施预防性监禁， 还在2011年竞

选总统时被指控非法受贿。 “藤森” 这

个姓氏也给藤森庆子带来了无形的政治

压力。

德黑兰全面“封城”遏制疫情蔓延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创下最高纪录

为遏制新冠疫情蔓延， 伊朗首都德

黑兰及其相邻的阿尔布尔士省从20日开

始放假6天，全面“封城”，其间市内所有

的露天集市、商场等都将暂停营业。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近几周来，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

伊朗持续传播。 据伊朗卫生部20日公布

的数据， 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27444例， 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为阻断和控制疫情传播， 伊朗政府发言

人阿里·拉比埃日前宣布，20日至25日，

已被列为“红区”的德黑兰放假6天，其间

所有政府机构都将关闭， 所有露天集市

和商场也将暂停营业。

拉比埃表示，这是根据国家抗疫指挥

部安全、社会、军事委员会的建议，经总统

批准的， 政府将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德黑兰严禁非本地车辆通行，违规者除

了面临罚款，车辆还将被送返。” 拉比埃说，

对于风险级别标记为红色和橙色的城市，将

根据管理规划继续采取交通禁令。

事实上，交通管制从19日下午6点便

开始执行了。 伊朗安全力量交通警察负

责人哈迪亚纳法尔19日宣布， 各相关部

门此前发出的通行许可证全部作废，德

黑兰省和阿尔布尔士省共计14个出入口

实行全面交通管制。据悉，德黑兰省、阿

尔布尔士省和所有标记为红色的城市出

入口都有警察驻守并通过摄像头监控，

违反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自疫情暴发以来， 伊朗累计已有超

过357万例确诊病例，死亡逾8.7万例。德

黑兰省副省长阿巴斯帕夏称， 全省所有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部门在为期6天的假

期内都将关闭，证券交易所也在20日、24

日、25日休市。此外银行、巴扎、电影院、

剧场、 国家图书馆阅览室在此期间停止

营业。为保障民众日常生活，德黑兰市郊

地铁线路在放假期间仍将运营， 德黑兰

市内的253个果蔬市场也将继续营业。

印尼多艘船只风暴中倾覆24人死
据新华社雅加达7月21日电 印度尼

西亚搜救官员21日说， 印尼西加里曼丹

省上周有多艘船只在热带风暴带来的大

风和巨浪中倾覆，已造成24人死亡、31人

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希望能

发现更多幸存者。

西加里曼丹省坤甸搜救局负责人约

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本

月13日至14日， 西加里曼丹省三发县遭

遇热带风暴， 大风和巨浪造成该县附近

海域18艘渔船和拖船倾覆， 当时船上共

有138人。截至21日早上，搜救人员成功

救起83名幸存者， 并打捞起24具遇难者

遗体。

约皮说， 坤甸搜救局联合印尼海军

出动多架飞机和巡逻船在事发海域参与

搜寻， 未来三天联合救援队将扩大搜寻

范围，希望能发现更多幸存者。

另据印尼媒体报道， 三发县遭遇的

热带风暴还在当地引发洪灾， 淹没了该

县约50个村庄， 造成大量民房和公共建

筑物损毁，1.5万人受影响。

外交部批美方借病毒溯源妖魔化污名化中国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成

欣 温馨 ）近期 ，美国一些官员 、媒体

炒作 “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

2019年11月染病”， 称这增加了病毒

可能从 “实验室泄漏” 的可信度。对

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1日的例

行记者会上说 ， 美方根本拿不出证

据 ，就是在说谎 ，借溯源对中国进行

妖魔化和污名化。

“我问美方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赵立坚说，“既然美方如此言之凿凿，那

就请美方拿出证据来！”

“美方诬称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

人员染病，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染的什么

病？”赵立坚说，“如果是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请美方出示检测报告！”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美方根本

拿不出证据， 因为美方就是在说谎，就

是借溯源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和污名

化。”他说。

赵立坚表示， 还想请美方回答几个

问题：

据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

发现，美国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

2019年12月就已出现。美方有何回应？

据报道， 佛罗里达州171名新冠肺

炎患者出现症状，早于该州首例报告病

例 ，且都没有中国旅行史 。美方有何

说法？

据报道， 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

长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比

美国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早了两个多

月。美方有何解释？

据报道，2019年7月席卷美国多州

的电子烟肺炎“大白肺”的症状，同新

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美方能否澄清？

“一提到允许世卫组织调查德

特里克堡以及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

实验室， 美方就闭嘴。” 赵立坚最后

说 ， “德特里克堡有什么见不得人

的勾当？”

7月19日晚，当选总统卡斯蒂略在利马市中心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7 月 20

日，俄罗斯新

型单发动机

第五代战斗

机的原型机

在茹科夫斯

基市举办的

莫斯科航展

上亮相。

新华社发

海地新政府举行就职仪式
新总理亨利表示要彻查莫伊兹遇刺案件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7 月 20 日电
（记者王钟毅） 太子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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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