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死亡人数超1918年流感

美国疫情数据攀高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人数已经

超过一百多年前死于流感大流行的人数。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
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0日 16时 21分
（北京时间 21日 4时 21分），美国新冠累计死亡
病例 675446例。

法新社报道，美国新冠疫情到达这一“严酷
里程碑”的同时，仍在经受高传染性新冠变异毒
株德尔塔肆虐带来的第四波疫情冲击。

美联社评述，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口仅为现
在的三分之一， 意味着就病亡人数比例而言，美
国当年的流感疫情规模更大、更致命。然而，考虑
到百年来美国防疫科学知识水平的巨大进步，以
及这次有充足疫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场新冠危
机毋庸置疑是“惨痛悲剧”。

1918年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暴
发，被视为上世纪最严重的疾病大流行。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算，美国有 67.5万人死于那
场流感。

美联社 21日报道， 美国近期平均单日新增
死亡病例超过 1900例， 处于今年 3月初以来最
高水平。公共卫生专家担心，随着冬天来临，会出
现新一轮疫情高峰。华盛顿大学预测，目前至今
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大约 10万人死于新冠，届时
累计死亡病例将达到 77.6万人。

美国不少医学专家认为，疫苗接种推进变缓
是美国现阶段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
管美国囤积了远超其人口所需的疫苗数量，但全
美接种过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比
例不足 64%，且各州情况不一，接种率高者如佛
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达约 77%， 低者如爱达荷
州、怀俄明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则从
46%至 49%不等。

法新社报道，美国政治氛围“极化”，加上围
绕疫苗的不实信息广泛流传导致反疫苗情绪高
涨，助推疫情数据攀高。

“潜艇事件”持续发酵
或影响澳欧自贸谈判

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
席贝恩德·朗格 21日说，预计澳大利亚毁约事件会
影响欧洲联盟与澳方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进度，因
为澳方的信用受到质疑。

“信任在消失。”朗格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谈判关乎澳方对待协议的“严肃度和可信度”，因此
欧盟内部开始讨论如何对待接下来的谈判，一些欧
盟成员可能要求在自贸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

他预计，对话和谈判将耗时更长，协议不会在
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签署。

法国政府分管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芒·博
纳 17日谈及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自贸谈判时说，法
国已经无法信任澳方。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 15日宣布建立新的三
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
潜艇，而澳方决定中止与法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常
规潜艇协议。

法方把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三方的举动称为
“背后捅刀”。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曾以
“谎言、两面三刀、背信弃义和目中无人”描述这三
个盟友的举动。

勒德里昂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 20

日说，法国与盟友之间出现“信任危机”，他取消了
与澳大利亚外长在纽约会晤的计划，也不打算与美
国国务卿专门会晤，可能会“在走廊碰到他”。

法方先前还取消了法英国防部长之间预订本
周举行的会晤。 勒德里昂说：“我们以为单边主义、

不可预测、粗暴和不尊重伙伴（的做法）已经过去
了，但现在仍是这样。”

勒德里昂希望争取欧洲国家支持法国立场。参
加联合国大会的欧盟国家外长 20 日在纽约开会，

讨论毁约事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
普·博雷利说，与会外长明确表达了对法方的支持。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当天告诉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国的遭遇“不可接受”，“我们想
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

受美联储议息会议、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僵局等因素影响

欧美股市大跌，波动可能加剧
新华社纽约 9月 20日电 欧洲与美国股

市 20日显著下跌，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创数月
来最大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认为，受美联储议
息会议、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僵局等因素影
响，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未来美股等主
要金融市场波动或将有所增加。

欧洲三大股指 20日全线下跌。英国《金融
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指数收
盘跌幅分别为 0.86%、1.74%和 2.31%。

纽约三大股指 20日出现深幅下挫， 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与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
当日盘中最大跌幅一度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614.41点，收于33970.47点，跌幅为1.78%；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75.26点， 收于4357.73

点， 跌幅为1.7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330.06点，收于14713.90点，跌幅为2.19%。

同时，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和市场风险的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又称 “恐慌指
数”）当日盘中最高升至 28.79点，收盘大幅上
涨近 23.55%。

事实上，美国股市在几周前强劲上涨之际，

不少投资人已发出警告，20日的深度下跌终于
让市场预期已久的回调得到较大程度兑现。

瑞讯银行高级分析师伊佩克·奥兹卡德斯
卡娅说， 虽然过去几个月股指上涨过程中，华
尔街曾表现紧张，但由于投资者担心错过进一
步上涨以及没有替代性投资品种，股市并未出
现较大回调。

哈里斯金融集团执行合伙人杰米·考克斯
表示，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僵局、对货币政策
变化的担忧以及一系列上调税率的建议已经打
压了投资者情绪，或将导致股市继续回调。

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美市场经历长期上涨
后的回调预期兑现，与美联储议息会议、美国
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及新冠疫情或将再次拖累
复苏等多重因素形成共振，可能对市场未来走
势造成压力。

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投资者不确定性有所
增加，叠加新冠疫情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动向
等因素，预计短期内市场波动性将加大。

瑞银集团表示，全球股市处于历史高位和

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现状令投资者不安，推动
全球经济回归常态化路径的辩论将持续给市
场带来波动。同时，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
蔓延等诸多因素或将增加额外风险。

此外，美联储过去几个月试图避免让缩小
购债规模冲击股市， 但这一利空终将临近。近
期经济数据表现不足以让美联储停止缩小购
债规模计划实施， 市场逐渐对此认知清醒，并
将逐渐显现在市场价格波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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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大选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所获议席未过半，没能扭转少数党政府局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赢得第三任期
■本报记者 安峥

经过 5周竞选和 1天投票，加拿大第 44届
联邦众议院选举的结果与上届大选惊人相似。

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出炉的初步结果显
示，现任总理特鲁多领导的执政党自由党再次
击败所有对手，成为执政党，但未能获得过半
数议席，仍是少数党政府。最大反对党保守党
再次赢得全国普选，但还是没能“东山再起”。

舆论质疑，汹汹疫情之下，结果大同小异，

这场耗资约 6 亿加元的“折腾式大选”究竟有
何必要？

豪赌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选举每 4年举行一次，

赢得最多席位的政党上台执政，党首出任总理。

两年前的 10月， 加拿大刚刚举行过第 43届大
选。按正常程序，新一届大选应发生在 2023年
10月。不过，就在上月中旬，任期刚刚过半的特
鲁多突然宣布提前大选。舆论认为，疫情阴影下
临时起意，特鲁多开启了一场政治豪赌。

一方面，他试图利用自己的抗疫成绩———

逾 80%加拿大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扭转
自由党在议会的不利地位， 争取从少数党政府
（席位数未过半）升级成多数党政府，以减少立
法阻力。另一方面，他抓住对手的弱点———最大
反对党保守党一直对“封锁”措施和“疫苗护照”

持怀疑态度，打赌选民不会在疫情期间“冒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钱
皓教授指出， 加拿大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
家，提前大选较为常见。2019年大选时，特鲁多
没有获得众议院过半数席位，只能组成少数党
政府。但少数党政府执政通常不稳，大选几乎
可以在任何时间触发，要么由反对党联合逼宫
导致对执政党的不信任动议在议会通过，要么
是执政党看准时机、请求总督解散议会。本次
大选就是在疫情控制良好、民意对执政党自由
党有利的情况下，由其主动提出，希望借此获
得多数党执政地位，保障新的四年顺利实现其
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
员刘丹认为，特鲁多提前大选，主要由两方面
因素推动：一方面，少数党政府的执政环境恶
劣，受到反对党的各种掣肘，比如保守党会不
断抨击和阻拦立法进程、新民主党仗着自己对
自由党的支持不断要价。另一方面，特鲁多认
为眼下时机成熟。政府在抗疫援助政策中大量
“撒钱”，很多选民享受实惠。相比邻居美国，加
拿大的疫情防控表现亮眼，政府支持率一度飙

升到 40%。再加上国内赤字高企，各种社会问
题正在酝酿之中，特鲁多需要得到一个更为宽
容的执政环境。因此，他确实是想赌一把。

翻版
截至当地时间 21日凌晨 4时，据加拿大环

球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初步结果显示，各政党在
众议院的席位分布几乎是 2019年大选的翻版。

执政党自由党在 338席中获得 158席（选
前为 157席），再次成为执政党；特鲁多也成为
加拿大历史上第 8 位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领
导人。不过，与两年前一样，自由党仍未能突破
170席的半数门槛。

最大反对党保守党获得 119 席 （选前为
121席），再次在全国普选中领先，但还是没能
将执政 6年的自由党赶下台。其他几个政党所
获席位同样变化不大。

加媒称，受疫情影响，很多选民选择邮寄
选票，计票工作有所延后，最终结果可能会推
迟出炉。但可以肯定的是，特鲁多又一次有惊
无险地连任，执政党又一次沦为少数党政府。

刘丹认为，作为执政党，自由党优势明显：

疫情期间可以发挥的空间较大，实实在在地让

选民了解政府的作为，并有所受惠；特鲁多的
个人魅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劣势在于，冒
着疫情坚持大选，让一些选民很难接受，也让
反对党找到集中的火力攻击点；政府无法平衡
财政赤字，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批评。

反观保守党，“其优势在于拥有一批相对
固定的死忠选民，对于保守党更加务实的经济
政策相当认可，而且其党首奥图尔的思想也更
加开放。但其劣势也很致命，存在感太低，尤其
是党首本人。”刘丹说。

“特鲁多虽带领自由党继续执政，但又是一
届少数党政府，其实是一种失败。”钱皓说，这也
说明几点，一来，选民虽相对认同特鲁多在疫情
及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 但仍不太满意疫情期
间进行大选， 约6亿加元的竞选费用劳民伤财；

二来，特鲁多个人的一些丑闻、对华政策优柔寡
断等遭到保守党以及其他反对党的攻讦， 激起
反对自由党、支持保守派的民意上升；三来，参
选政党多达22个，独立竞选人增加，一些小党虽
不致力于获得席位，但仍可造成选票分散。

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观察最近两届大选，外媒和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政坛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其一，特鲁多“光环”褪色。作为加拿大著
名总理老特鲁多的儿子， 他在 2015年以压倒
性优势首次赢得大选，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新
的代表，与“隔壁”的特朗普形成对比。但如今，

受种族歧视丑闻、输油管道争议和疫情期间举
行大选等因素影响，49岁的总理“品牌”受损，

再次狼狈获胜。

钱皓认为，特鲁多的党首之位将来可能会
被现任副总理、原外长费里兰取代，以便后者在
下届大选中带领自由党冲击多数党政府地位。

其二， 联邦政治进入一个相对平庸的时
代。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目前台面上的领
导人， 其能力和风范似乎都不及老一代领袖。

由于少数党政府“保质期”较短，议会各党始终
处于竞选轨道上，更关注眼前得失，但对于长
远问题（加拿大竞争力下降、低碳经济转型缓
慢）等难有建树。

其三，中国话题热度上升。本次大选的党
首辩论阶段，占据主导的外交议题不是美国问
题，而是中国问题。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加中
关系一直只是加美关系的补充和平衡因素。但
如今， 各党领袖似乎已不想驾驭加美关系，只
是在对华外交上“比强硬”。

刘丹认为，加美关系平淡是正常的，因为素
来没有选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只能搞好加美关
系，别无选择。拜登上台后，对加拿大已是有所礼
遇，特鲁多也很重视，所以没有讨论必要。至于加
中关系，集中讨论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特鲁多
仍是少数党政府，在加中关系方面仍受到反对党
掣肘，只能保持目前的尺度，难有多大改变。

“中国问题在加拿大升温完全是偶然事件。”

钱皓说，因为加中关系历来不是敌对关系，没有历
史仇恨， 相反却是一对友好关系的国家。 但近年
来，随着中国出现的一些变化，传统守成国家对中
国疑虑加深，“修昔底德陷阱” 成为解释加中当前
关系的一种论调。2018年孟晚舟事件成为双方关
系破裂的关键事件也是有其前提的。 此外， 作为
“五眼联盟”国家、七国集团成员，加拿大不再完全
执行其二战后的典型中等国家的国际参与理念。

依托多边框架， 在低政治领域争当领导者已成一
种常态，如人权、劳工保护、环境治理等。

其四，政策议程有所“左倾”。最近两次大
选， 左翼政党新民主党都成为平衡权力的关键
力量。 它积极主张提高企业所得税、 对富人增
税。自由党也承诺，将对利润超过 10 亿加元的
企业加征所得税； 向石油生产商增设减排目标
等。可见，两党在政策上的联合可能会促成某种
向“左”的转变。

难题
展望未来，一场“折腾”的大选对加拿大意味

着什么？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又会在哪里？

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少数党
政府稀松平常。过去 7次大选已产生 5届少数党
政府，平均执政时间为 24 个月。与选前相比，特
鲁多费心开启第三任期后，新政府的处境并无多
大改变。

“总的来说，新的少数党政府依旧面临反对
党的制约，难有重大突破。”钱皓指出，对内，疫情
后经济恢复依旧是其头等大事。对外，加拿大将
继续其多边框架下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希望在
环保、人权等方面积极作为，这也是自由党的核
心价值观。至于中加关系，只有等待孟晚舟获释、

两名在华加拿大人士回国后， 才能真正开始重
建，但也难以回到上世纪 90年代的“黄金十年”。

刘丹认为， 特鲁多政府仍面临诸多难题，其
中经济问题排在首位， 这也是民众的关注所在，

包括生活成本、经济复苏、就业、住房、债务、赤字
等。其次是社会问题，包括医疗卫生、心理健康、

原住民和解、种族歧视等。再者就是外交方面，包
括中加关系（华为 5G问题、孟晚舟案）、来自美国
和盟友的压力等。

这是 9 月 20 日在加
拿大安大略省米西索加
一处投票站内拍摄的一
个用于接受邮寄选票的
票箱。

加拿大第 44 届联邦
众议院选举 20 日举行，

2700 多万选民将选出
338名联邦众议员， 赢得
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
将成为执政党，党首将出
任总理。

新华社 发

9月 20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屏显示当天的交易情况。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