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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美国第一”？！

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 9 日以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发布。报告认为，病毒和人祸双重打

击之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能得到有

效控制，而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溯源调查等

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是其成为“抗疫失败

国”的直接原因。

这份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研究并发布。

报告从“为党争不为生命”“反科学反常

识”“制度失灵使疫情难控”“疫情加剧社会撕

裂”“肆意破坏全球抗疫”等方面还原美国抗

疫真实状况。

报告指出，在美国国内，美国是“抗疫失败

国”，反科学反常识，掩盖真相，将抗疫问题政治

化、抗疫措施货币化，富者财产急剧膨胀，普通

民众生活倒退，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进一步加

剧。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相互掣肘、层层推诿，

构成了“散装美国”抗疫格局。美联储滥发货币，

世界各国不得已因此“背锅”，承受本不应承受

的通胀压力、动荡压力、“泡沫”压力。社会动荡

堪称美国的“沉疴宿疾”，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充

当了“放大器”。2021 年，美国犯罪率在发达国

家中高居榜首，远高于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等

国家，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报告指出，在国际上，美国是“病毒扩散

国”“疫情源头嫌疑国”和“全球抗疫破坏国”。

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疫情暴发后，依然有 2000多万美国

公民出国。同时，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对

外出口新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

分之一。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大搞

“溯源恐怖主义”和对他国的有罪推定，并以

“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国际抗疫秩序。

报告还质疑，美国在 2019 年下半年暴发

的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也称“白

肺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里克堡以及

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

是否与冠状病毒相关？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

何？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是否有关联？这

些都是新冠病毒溯源中理应得到解答的疑

问，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作为至今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此前在美

媒发布的“全球抗疫排名”中一度位居榜首。

报告共同发布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在沉重的现实面前，

还有美国媒体将美国抗疫评为“世界第一”，这无

助于未来人们真实、客观地看待当下的世界历

史，希望这份报告能够让更多人认清事实真相。

同时，报告也是对疫情的回溯，希望这有助于各

国吸取美式抗疫教训，总结疫情防控经验，以便

未来更好地应对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

美国媒体发布的“全球抗疫排名”曾一

度将美国列为“抗疫全球第一”。讽刺的是，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量不久前刷新了纪录，

令这个“全球第一”显得格外刺眼。8 月 9 日，

多家智库就此联合发布研究报告，还原了美

国抗疫的真相。

美国坐拥一流的公共卫生资源、全球领

先医疗队伍和体系，疫情应对效果却堪称

“灾难”——迄今累计报告病例超 3553 万、死

亡超 61 万例，均居世界第一。称它是“全球抗

疫第一失败国”似乎更为妥帖。

美国抗疫失败完全出于自身原因。疫情

成为美国两党政治角力的工具；寡头们把持

政策制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服从于资本利

益；无视、打压科学家，压制专业意见，坐视

一个个抗疫“黄金窗口期”白白流失……“昏

招”频出的背后是某些政客对基本人权的漠

视。在他们眼中，政治利益远高于美国人民

的生命健康，“宁救股市不救人命”成为美国

社会在疫情中的真实写照。

美国不仅自身抗疫不力，还处处破坏国际

抗疫合作。疫情暴发后依然放任 2000 多万美

国公民出国，坐实“第一疫情扩散国”身份；限

制疫苗出口，更一度从世界卫生组织任性“退

群”，严重扰乱国际抗疫秩序；铆足力气在病毒

溯源问题上大做文章，却罔顾科学家的专业判

断，更无视外界调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

正义要求，美式“双标”一次次拉低下限。

一些美国官员非但没有反躬自省，却还想着

借机“甩锅”打压他国。据《纽约时报》报道，白宫

高级官员向情报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其将新冠病

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联系起来，以便让溯源问题

变成美国政府甩责中国的政治武器。既能推卸责

任，又能打击中国，某些政客做着“一箭双雕”的

美梦，将其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暴露无遗。

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确实创下了多个

“第一”：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

治甩锅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非但不

以为耻，却以“抗疫全球第一”自居，实在是

开国际玩笑。 （新华社北京8月 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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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

还原美国抗疫真实状况

尽管掌握充足到富余的疫苗，美国近来

连续几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 10 万例，

6 日报告的新增病例超过 12 万例，刷新美国

半年来最高纪录；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

毒株迅速蔓延，更多儿童和青年感染，以至于

一些地区的儿童医院病床告急……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

林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这场抗疫战，

美国可谓“失败”。

在美国广播公司 8 日播出的《本周》节目

中，柯林斯坦言：“我们真的本来不该落到现

在这种地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做得

失败。”

柯林斯认为，美国没能遏制德尔塔毒株蔓

延而导致疫情大规模反弹，问题主要出在“争

取让所有人都接种疫苗”的工作不够“有效”。

法新社报道，虽然对德尔塔毒株的恐惧

推动美国疫苗接种步伐，但仍有数以百万计

的民众，尤其是在政治保守派占上风地区的

居民，对打疫苗持怀疑态度。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也发出警告：一旦扛不住这波德尔

塔毒株攻势，新冠病毒新变种流行几率会增

加，而后者“可能比德尔塔更棘手”。

尽管公共卫生专家一再敦促政府和民众

加快疫苗接种，在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怂恿”

下，部分民众对以“口罩令”为主的防疫措施

的抵制却在加强。

柯林斯警告，由于药管局还未批准新冠

疫苗适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秋季开学后，数

百万儿童将重回课堂，如果不要求他们戴口

罩，病毒将“传播更广”，“可能导致校园内暴

发疫情，孩子们又得回到远程教学模式，我们

要避免这一情况”。

然而，部分政客却在“拉后腿”。保守派共

和党人大本营之一佛罗里达州是美国这一波

疫情的“震中”，7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将近

2.4 万例，刷新疫情暴发以来该州最高纪录，

但疫苗接种率落后于不少州。共和党籍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近日下令，禁止州内学校出台

强制学生在课堂戴口罩的措施。

这一行政令引发极大争议，部分学区管

理层表示准备抗命。不过，仍有部分家长支持

德桑蒂斯。

柯林斯认为美国国内关于疫苗和口罩的

争论已被政治化，对现状也深觉“心累”。“（打

疫苗或戴口罩）不是政治宣言，也没有侵犯自

由，而是能救命的医学手段。”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8月 6日，人们乘坐旅游巴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

览。 新华社发

美国卫生高官：

我们抗疫失败，正付出惨痛代价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颜石敦 杨元崇

通讯员 周海燕 李卓林

8 月，正是南方苹果成熟季节。桂阳县方

元镇塘下村马巷组中国南方苹果科研基地，山

坡上一行行果树枝头挂满了苹果。阵阵微风拂

过，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清香。

这里是桂阳金盾南方苹果有限公司的种

植核心区。在一个小山坡下，记者见到一位皮肤

黝黑、正在忙碌的人，他就是成功地把北方苹果

种植在南方土地上的普通农民——袁光明。

把北方苹果引种到南方，袁光明说——

穷则思变，农民也要敢于冒险

“对面的那座山形似马鞍，山脚下有着一

排排漂亮房子的地方就是马巷组，以前这里大

多是土坯房。‘马巷马巷十年九旱，天不下雨缺

粮流浪。’这首民谣唱出了马巷村民过往苦涩

的日子。”站在半山腰上，桂阳县经科局的同志

指着东南方向记者介绍。

上世纪 80年代修建郴嘉铁路，土地被征收

后，马巷组的人均农田面积更少了。全村 50 多

户人守着 40多亩农田过日子，温饱都成问题。

为摆脱贫困，时任小组长的袁光明号召村

民向荒山进军!他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开荒

种桃子、柑橘、板栗等。

几年后，种下的果树挂果了，一个个山头

硕果飘香，乡亲们满怀喜悦。然而，由于市场供

大于求，许多果子积压在树上烂掉了。丰产不

丰收，乡亲们愁容满面。

袁光明更是夜不能寐。“种常见的桃子、柑

橘、板栗卖不起价，必须改种南方没有的特色

水果才能持续增收。”袁光明满脑子想的都是

这件事。

“种苹果怎么样？”

“南北方气候条件截然相反，南方不适合

苹果生长。”不少人给袁光明泼冷水。

“不尝试怎么知道南方就不能种苹果呢？

说不定成功了，大家也可以跟着种苹果增收。”

袁光明坚定了发展特色水果的决心。

而为了这甜甜的南方苹果，袁光明吃了不

少苦头，付出了不少心血。

1997 年，袁光明专程跑到山东、山西考察

学习。

1998 年 春 ，袁 光 明 借 钱 买 了 150 株 苹 果

苗，带领 3 个儿子上山开荒种下苹果苗。他吃

住在山上，手掌长出厚厚的老茧，腿肚子常被

荆棘划破。

3 年后，苹果树终于挂果了。可是，每株树

稀稀拉拉结出几个苹果，他迫不及待摘下一个

咬了一口，又涩又硬又酸。

妻子看着袁光明沧桑的脸庞半是心疼半

是埋怨：“老袁，你就不要在苹果树上浪费精力

了。”

“不，失败是暂时的，只要辛勤钻研，我不

信种不出又大又甜的苹果。”袁光明说，一定要

为乡亲们探出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子。

“北方的苹果怎么能在南方栽种？”有人劝

袁光明别倔了，另外找一条致富路。

但他不为所动。

找本地与苹果有亲缘关系的树种

进行嫁接——

不骄不馁，几经努力种出甜甜
的南方苹果

袁光明想，育苗是发展苹果产业的重要一

环，要想将苹果引种到南方，必须对原有的树

苗进行改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利用异花

授粉，梨子也是异花授粉，杂交应该可以提高

苹果的产量和质量。”袁光明分析失败原因，

“我第一次栽种的苹果苗，只有一个单一品种，

结的果子才不理想。”

“种别人不种的水果，必须依靠科技手段，

这样才能创造奇迹。”尽管文化程度不高，袁光

明却坚持订阅多种农业科技报纸杂志，向书

本、向种植能手学，在实践中改进。

走进袁光明简陋的办公室，只见书桌上摆

放着《苹果综合管理技术问题精编》《无公害苹

果标准化生产》《中国果树》等书，卷角的书页

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袁光明钻研起异花授粉技术，他在原有

的苹果树下嫁接两个新品种。又一个 3 年，苹

果产量果然上来了，平均每棵产量达 40 公斤

以上。

虽然实现了丰产，但口感仍然不理想，又

硬又小又酸，而且易掉落。原因出在哪？

袁光明跑到陕西、山西等地向苹果种植能

手请教，终于弄明白了：在南方高温高湿及酸

性土壤条件下，要想苹果品质好，不易掉落，必

须在本地找到与苹果有亲缘关系的树种与之

嫁接。

袁光明走遍了方圆百里深山老林，先后选

了野海棠、香椿等树种作为父本，在苹果树根

部进行嫁接。同时，采用不同品种高位嫁接，不

断驯化。

袁光明把家里的收入大都投到苹果树苗

嫁接、驯化上，连衣服也舍不得买。

嫁接、驯化，袁光明从品种的适应性、接穗

到栽培管理方法进行全方位遴选。幸运女神终

于被袁光明的执着打动，2006 年他培植出产量

高、又脆又甜的卡拉青苹果。消息传开后，乡亲

们纷纷前来一探究竟。

科研路上无止境。2009 年，袁光明又从陕

西、山西购买红富士品种进行嫁接、驯化，2012

年培植出又甜又脆的“南方红 1 代”。

袁光明成立桂阳金盾南方苹果有限公司。

2014 年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传来喜讯，他的“可

适于湘南及以南地区的苹果树苗培植方法”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填补了我国南方无法种植出

优质苹果的技术空白。

败不馁胜不骄。袁光明坚持钻研，如今已

培植出卡拉、红富士、大红芸等 16 个品种。

建 南 方 苹 果 优 质 苗 木 基 地 ，培 育

有机苹果——

新品种已扩种至我国南方14个
省份，还走出了国门

“南方苹果一年种植，三年挂果，反季节市

场空间大，货源少，价格自然好。”袁光明向前

来取经的种植户介绍。

南方苹果科研基地果满枝头，游客邓文平

品尝甜甜的红富士后，购买了 40 公斤，撂下

800 元钱，满意而归。

如今，南方苹果科研基地规模达到 60 亩，

年产苹果近 3 万公斤。袁光明还建立了一个南

方苹果优质苗木基地，每年可育苗 13 万余株，

带动 200 多名乡亲就业。

为让更多乡亲致富，袁光明和县相关部门

大力推广种植南方苹果。2014 年起，桂阳县采

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在该县方元镇、白水瑶族

乡等地建立南方苹果优质苗木基地及种植示

范基地。

县里对建成的南方苹果优质苗木基地每

亩奖励 6000 元，连片种植示范基地达到 10 亩

以上的每亩奖励 300 元 。袁光明义务传授栽

培、修剪、防治病虫害等技术。目前，全县 60 余

户村民种植南方苹果 800 余亩。

在袁光明帮助下，方元镇下邓村村民邓石

宝种了 50 亩南方苹果，去年迎来丰产期，收入

达 8 万多元。

白水瑶族乡村民陈东武的 110 余亩南方

苹果今年大丰收。

花垣县道二村村民龙党生，看着南方苹果

压弯枝头，他给袁光明报喜：“师傅，今年我的

苹果园又丰收了。”

6 年前，龙党生向袁光明购买了 1.2 万株

南方苹果苗，建成了一个 200 亩的采摘基地，

带动 200 余人增收致富。在袁光明指导下，去

年龙党生种的南方苹果进入丰产期，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采摘。

7 月 12 日，江西南丰县果农谢军辉驱车来

到马巷组，向袁光明表示感谢。

“几年前，朋友跟我分享了袁师傅种苹果

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个有奔头的产业，于是种

了 100 多亩，得到袁师傅的大力支持。”谢军辉

说，他还建立了一个南方苹果优质苗木基地，

每年卖苗木收入达 600 余万元。

如今，南方苹果已推广到湖南、江西、浙

江、海南等南方 14 个省份，种植面积达 4000 余

亩，带动 5 万余人增收致富。

南方苹果还走出了国门，在海外开花结

果。2018 年 4 月，在尼泊尔从事农业研究的华

人林炳坤教授，把南方苹果引种到尼泊尔，今

年已挂果，当地居民品尝后赞叹不已。

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今年，69 岁的

袁光明培植的“南方红 2 代”耐高温、抗虫害，

单果净重量达 300 克，市场前景广阔。

烈日下，袁光明仔细观察“南方红 2 代”的

长势，他希望培植出更多优质品种，带动更多

乡亲增收致富。

南方苹果，万树摇曳，香飘山野，一年更比

一年甜。

桂阳县方元镇塘下村农民袁光明，多年孜孜以求，将北方苹果成功引种到南方——

南方苹果一样甜

袁 光 明

在察看南方

苹果生长情

况。

李卓林 摄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近

期因德尔塔毒株传播而激

增，佛罗里达州 6日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创

疫情暴发以来新高。图为 8

月 6日，人们在美国佛罗里

达州迈阿密-戴德县一家

餐馆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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