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瞰岳麓山。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麓山景区穿石坡附近，游客在游玩。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文\刘赞

麓山景区是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总
面积 5.57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 300.8 米。岳麓山因
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
首，岳麓为足”而得名，这里四季风景宜人、秀美多
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独特红枫秋景更是古
今闻名。拥有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千年

古刹麓山寺、爱晚亭……湖湘文化、名人文化、宗教
文化在这里激荡弘扬。

近年来，麓山景区不断推进综合整治和提质改
造，加强文化挖掘，把岳麓山打造成“环境优美、服务
优质”的游客满意景区，并发扬岳麓山独具特色的红
色文化，打造党员群众身边“红色学堂”，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岳麓山这座文化之山、革命之山、英雄之山。
2019年麓山景区接待游客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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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文旅地标

爱晚亭红枫。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岳麓书院。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云麓宫，游客被金灿灿的银杏叶吸引。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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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电 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26日发表声明，坚决
反对美方因涉港问题对中方官员实施签
证限制措施，强调中方将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声明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误
做法。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国家
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
是国际通行实践。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
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只会使香港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
系和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维护

“一国两制”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

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
《中英联合声明》。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
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
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
毕。美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
资格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
三道四。

声明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
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强调中
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与外卖、
快递人员短暂交接物品有可能被感染
吗？在27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表
示，一般通过短时间接收快递被感染的
几率很低，但在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地区，
市民在接收快递时应尽量采取智能快件
箱接收等模式，减少人员间的直接接触，
并做好防护措施，以降
低感染风险。

王丽萍介绍，根据
目前对新冠病毒传播
途径的认知，病毒主要
通过近距离直接接触
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
而传播，或因手部接触
了感染者污染的物品，
再由沾染了病毒的手
通过触摸眼、口和鼻而
感染；在相对密闭的环
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
浓度气溶胶情况下，也
有可能存在经气溶胶
传播的可能。一般认
为，通过短时间接收快

递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尽管如此，王丽萍说，在接收快递时，

市民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管是在家
接收快递、到小区门口取快递，还是在快递
物品投件箱内取快递，市民都应提前佩戴
好口罩，拿到快递后应妥善处理好快递包
裹外包装，再及时用流水和肥皂洗手或使
用手消毒剂。快递外包装应按照日常生活
垃圾分类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26日电（记者 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26日宣布，未来12个月将需要313亿
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检测工具及疫苗，
包括到 2021 年底采购 20 亿剂疫苗，其中 10 亿剂
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当天更新了其领导的“获得抗击新冠
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的投资需求。世卫组

织称，该倡议将围绕诊断、疗法、疫苗以及卫生系统
和社区网络连接这四个支柱展开，预计未来12个月
所需投资将达313亿美元，其中34亿美元已获认捐，
剩余279亿美元资金缺口中有137亿美元需求迫切。

此外，世卫组织计划到2021年中，向中低收入
国家交付5亿件新冠检测工具和2.45亿个疗程的
治疗药物，并到2021年底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

疫苗，其中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为控制新冠疫情、拯救生命，需要以前所未有
的数量和速度提供有效的疫苗、诊断工具及疗法；
所有人都存在感染新冠的风险，因此所有人都应获
得预防、发现和治疗新冠的工具，而不仅仅只是那
些负担得起的人。

王亮

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诸多影响，目前CBA（中
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大部分外援无法归队，给了
国内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更多的出场时间和掌控
比赛的机会。目前复赛后战罢4轮，众多年轻球员抓
住了难得的机会，乘风破浪、一展风采。

全华班出战，以孙铭徽、赵岩昊、胡金秋担纲核
心的浙江广厦队是生动案例。孙铭徽、赵岩昊、胡金
秋都不到25岁，球队没了外援，三人犹如野马脱缰，

一举率队取得了4连胜。4轮比赛，孙铭徽、赵岩昊、
胡金秋场均得分分别达到15.5分、18.3分、27分；特
别是第4场比赛，面对拥有双外援、实力强大的北京
首钢队，广厦男篮以100比87完胜。目前，广厦男篮
已升到积分榜第三位。

其他球队，北京首钢的邱天、浙江同曦的孙思
尧、四川金强的袁堂文等年轻球员，都打出了以前
没有的高水准，令人眼前一亮。

近几年，随着大量高水平外援的加入，CBA的竞
技水平水涨船高。引入高水平的外援，本意是提升球

队的成绩及国内球员的实力，遗憾的是，大部分球队
成了外援展示技艺的舞台，国内球员的发挥空间被
大大压缩，尤其是年轻球员，上场机会寥寥无几。

去年的男篮世界杯，中国男篮在主场作战的有
利局面下，表现糟糕，仅排名第 24 位。几场比赛下
来，中国男篮仅有老将易建联在苦苦支撑，备受期
待的郭艾伦、王哲林、周琦等中生代和年轻球员，发
挥都不尽人意，中国男篮的前景令人忧心。

本次CBA复赛，少了占据大部分球队主导权的
外援，众多的年轻球员，不仅要抓住良机展示自己、
提高自己，还要树立信心和目标，不管外援在不在，
都要刻苦训练、敢打敢拼，如此才能争得自己的一
片天空，帮助中国男篮谋求更大的进步。

中国驻美使馆：

坚决反对美方因涉港问题
对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乘风破浪吧，年轻球员

世卫拟筹集313亿美元应对新冠
包括采购20亿剂疫苗

疾控专家：

接收快递时应尽量减少人员间接触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超4万
近期病例年轻人居多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电 美国26日报告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为2个多月以
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全美有6个州单日新
增病例创新高。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近期新增病
例年轻人居多，约半数为35岁以下群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26日更新的数
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确诊病例40588例，
新增死亡病例2516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的实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21时，美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246.7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12.5万例。

26日，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举行记者会。
领导这一工作组的副总统彭斯表示，近期新增病
例中约半数为35岁以下群体。年轻患者发展成重
症和死亡的几率相对更低，不过彭斯表示，年轻群
体仍需特别谨慎，遵循相关防控措施，尽量避免病
毒的进一步传播。

所谓“功夫流感”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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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反种族主义浪潮波涛汹涌之际，其
领导人在竞选集会上公然以“功夫流感”指称新
冠病毒，从《纽约时报》到《洛杉矶时报》，从有线
电视新闻网到全国广播公司，美国主流媒体纷纷
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诽谤言
辞，不得人心。

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发布过关于新冠病毒的
正规名称，并被公众、媒体和科学界广泛使用。所
谓“功夫流感”是对亚裔人口的严重冒犯，是赤裸
裸的种族主义，对日益成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亚
裔美国人来说尤其不可接受。

污名化的背后，延续着“甩锅”推责的老套
路。六月初以来，随着美国各地重启经济，以及抗
议种族歧视示威游行导致的人群聚集，新冠疫情
猛烈反弹，26日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突破4万例，
创疫情以来最高纪录。迄今 30 多个州确诊人数

上升，全美疫情继续恶化已不可避免。
污名化的背后，隐藏着选举政治的“黑思

维”。疫情应对不力叠加种族歧视引发大规模抗
议，共和党选情每况愈下。但把种族主义称谓
当成政治救命稻草无异于玩火自焚，只会疏远
多数反对种族歧视的选民，这种恶劣行径遭到
专家和媒体一致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美国有线
电视广播网评论员唐·莱蒙在节目中直斥白宫
高官说出“功夫流感”不但虚伪，而且令人难
以置信。

美国历来存在种族歧视痼疾，包括亚裔在内的
少数族裔深受其害。近来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
已遍及全美，执政当局非但不反思问题根源并采取
措施加以解决，反倒火上浇油，加深种族间裂痕和
社会分裂，这不仅有违道义，更不是一个负责任政
府所为。 （据新华社纽约6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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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的麓山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