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接近“灾难临界点”
洛杉矶下令即刻“封城”

全美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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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帮腔”澳大利亚 自己也成“笑话”
美国法国新西兰“抱团” 暴露双重标准虚伪面目

    关于驻阿富汗澳军暴行的调查报告公布

已有半月，但内容始终未完全公开，澳大利亚

方面也没再公布调查的实质性进展。相反，澳
大利亚忙着和一些?帮腔”国家一道展示自己
的双重标准：力挺冒犯了穆斯林群体的法国

《查理周刊》先知漫画，却给中国漫画家创作的
讽刺漫画贴上?虚构”标签；只允许?自己人”

批评驻阿富汗澳军的暴行，但?别人”不行。

抹黑中国漫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布了中国漫画家创作的漫画后，澳大

利亚总理莫里森称漫画是?伪造”的，要求中
方道歉。继而，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及时”地表

达了?关切”，称?图片不真实”；美国国务院副
发言人布朗则指责中方?使用经过数字处理的

澳大利亚士兵照片”，是在?传播虚假信息”。

可是，艺术不就应该需要创作吗？而且这
完全是基于驻阿富汗澳军暴行事实基础上的

创作。连最热衷于讽刺漫画的法国人也来插
一脚。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漫画令人震

惊，内容偏激，具有侮辱性”。然而，一个曾因

为《查理周刊》冒犯了穆斯林群体的漫画招来
杀身之祸，表示坚决捍卫?漫画权”的国家，怎

么就容忍不了中国年轻画家的?漫画权”呢？
无论哪个国家的艺术家都有讽刺批评澳

军暴行的自由。提及莫里森当年公开为法国
《查理周刊》所做的辩解?我们必须接受别人

有不一样的观点”，澳大利亚媒体《河滨先驱

报》评论称，中方对澳大利亚在言论自由问题
上持双重标准立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爆料人被迫害
无论它们如何抹黑，漫画反映的澳军在

阿富汗的暴行可不是臆想。澳大利亚国防军
总监察长办公室历时 4年调查、听取超过 400

名证人的证言，形成的足足 465页的报告足

以为证。然而，还有更令人震惊的真相，直到
11月下旬，因澳军在阿富汗暴行而面临刑事

指控的人只有一个———曝光暴行的随军律师
戴维·麦克布莱德。

戴维·麦克布莱德 2011 年和 2013 年两

度作为军队律师随澳军前往阿富汗。他收集

了有关澳军暴行的大量证据，然而却在上报
时屡屡碰壁。别无选择，麦克布莱德将文件泄

露给了媒体。然而，几乎没有西方媒体在意麦
克布莱德在整件事当中的作用，更别提他正

在遭遇的清算了。
2017年，戴维·麦克布莱德因为向媒体泄

露文件被捕，被扣上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帽

子，经受着牢狱之灾。而相关记者多年来也始
终面临着澳大利亚政府的持续恐吓和威胁。

刻意转移视线
到底是站在战争暴行一边，还是站在国

际正义和人类良知一边？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法国用它们的双标行动给出了回答。
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将中澳双边关

系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中方，以及转移公众对
澳军，甚至本国军队在阿富汗暴行的关注。就

像法国外交部所做的，明明画面中只出现了

澳大利亚国旗，它却?感受”到了?对所有派军
驻扎阿富汗国家的侮辱”。难不成心里有鬼？

?今天是我第一次真正考虑放弃澳大利

亚的国籍了。”在中国当主持人的澳大利亚人
哈扎认为，澳大利亚要求中方道歉是很不合

理的，?毕竟是我们应该对阿富汗道歉才对”。
澳大利亚前驻波兰和柬埔寨大使、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名誉董事凯文称，澳大利亚正
迅速成为一个?悲哀的笑话”，一个挑起对华

争端的典型。

当加害者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模样的时
候，听一听真正受害者是怎么说的吧。?饱受

苦难的阿富汗人民对于中国谴责（外国军队）
在阿富汗境内的非法杀戮行径表示欢迎，我

们也欢迎其他国家支持将杀害无辜阿富汗人
的凶手绳之以法。”《阿富汗时报》力挺中国，

称中方的严正表态是一个?优秀的范例”。
阿富汗政治分析家扎比胡拉·扎马拉伊

说，漫画的发布并非是对澳大利亚的侮辱。
?事实上，它让人们关注澳大利亚军人犯下的

罪行。”澳大利亚和为它?帮腔”的伙伴们，能
收起虚伪的双标，还阿富汗人一个公道吗？

本报记者 齐旭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12月 4日 7时 27分，
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 6500万例，死亡

病例超 150万例。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确诊病例数已超过 1410万，平均每

6天新增 100万确诊病例。当地时间 12月
3日，美国新增死亡病例数逾 2800例，创

下疫情暴发以来的新高。

为应对新冠疫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政府 2日晚宣

布新一轮防疫封锁措施，即刻生效。
防疫新规包括禁止一切非必要出行，

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禁止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在任何地

方聚会；所有需要员工现场办公的企业立
即暂停经营等。违反规定的个人或企业将

被罚款甚至被逮捕。
不过，洛杉矶市政府同时列出一些例

外情况：去医院、超市等场所为?合法”出

行；宗教活动不受防疫新规限制；户外高尔
夫球场、网球场和沙滩等场所可在遵守防

疫规定的情况下继续开放等。
市长埃里克·加切蒂说，洛杉矶市正接

近?灾难性的临界点”，?住院病例数超过
（临界点）的话，将让我们的医院系统不堪

重负”。

加州新冠病例数仍在迅速增加。2日，
加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 2万多例，创

下单日新高。目前，有 8500人住院，其中
2000多人在重症监护室，使得全州可用的

重症监护室床位不足 2000张。此前，加州
58个郡中已有 51个实施了宵禁。

加州州长纽森 3 日宣布将根据医院
ICU病房收治能力实施更为严格的居家令。

纽森将加州划分为五大地区：北加州、
大萨克拉门托、湾区、圣华金谷和南加州。

当某地区医院 ICU 病房收治能力降到
15%以下时，将会启动为期至少三周的居

家令。预测显示，湾区的 ICU容量可能在本
月晚些时候降至 15%以下，其余四个地区

都将在未来几天内达到这一临界点。
纽森表示，新?居家令”生效后，酒吧、

发廊要关闭，获得豁免的学校和所有?关键
基础设施”可以继续开放。餐馆可以继续提

供外卖和配送，但要关闭室内和室外餐饮。
与 3月发布的?居家令”不同，这次所有零

售店都被允许以 20%的客容量继续营业。
驻美记者 鲁明 （本报洛杉矶今日电）

联大举行新冠疫情特别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 12月 3?电 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 3日在联合国大会新冠疫情特别
会议上呼吁全球团结抗击新冠疫情。

此次联大特别会议 3日至 4日召开，是联
合国大会首次就大流行病召开的特别会议。古

特雷斯表示，要从疫情中恢复，必须解决疫情
暴露出的问题，应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实现全

民医保和社会保障等。

古特雷斯说，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获
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目

前面临的资金缺口达 280亿美元，两个月内急
需资金缺口达 43亿美元。他呼吁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纾困资金，解决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中等
收入国家流动性危机。

    市民胡女士是个电影迷，虽说现在通

过网上看电影越来越方便了，但胡女士仍
着迷于影院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听觉震撼。

不过现在电影票逐渐水涨船

高，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

元，长此以往，开销不小。而
胡女士却仍保留着每个月全

家去电影院观影的习惯，不
仅仅是出于对电影的热情，

还有优惠到不行的建行活
动。?现在，我们家每个月至

少有 1 次家庭活动日，专门

挑个双休日带上父母、孩子
去看电影，现在已经成为我

们家每月约定俗成的节目
了。这个好习惯还要感谢建

行，自从建行开始了 10 元看
电影的活动，我们一次都没

有落下，全家总动员去看一
次，相当于省下好几百呢！”

建行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支付

已逐渐成为消费者主要的支
付方式。手机银行 APP是建

行移动服务的主要工具，里面

的?一键绑卡”功能涵盖了支付宝、京东、美

团、云闪付、苏宁等知名支付机构，可实现一
键绑卡、快速支付。市民胡女士参加的就是建

行基于绑卡支付的营销活
动———?美团周六 10 元看电

影”：每周六上午 10点起，在
美团 APP电影/?出频道选择

?美团支付”绑定并使用 62开
头龙卡信用支付，每张 10元

抢购 50元（含）以下指定场次
电影票优惠，或单笔订单满

50元立减 10元优惠。

除此之外，建行围绕着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玩

乐等方面，还推出了?建行
卡·约惠魔都”系列绑卡优惠

活动，涉及盒马、京东商城、
饿了么、美团外卖、爱奇艺、

优酷等商家，都是惠民利民
的有力措施，得到了广大市

民们的热情参与。后续还有
微信首次绑卡送立减金的活

动，不要错过咯，详情可关注
?上海建行”微信公众号-?享

优惠”了解。

家庭活动日
就这么办！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 陪伴家人看一场
喜爱的电影，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市民胡女士就是个电影迷，每月都
举办家庭活动日，带着家人去看电影，而且每人只要花 10块钱！这是怎
么做到的呢，来听听胡女士的小妙招。

“约惠魔都”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体验:

1?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悦享生活—约惠魔都；

2?关注“上海建行”微信公
众号，输入“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