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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希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 24 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再次突破 100 万
例，达到 1140580 例。

美联社援引美国疾控中心数
据报道，符合条件的人群中仅
40%接种过新冠疫苗加强针，还
有大约 8600 万人未接种；加强针
的日均接种人数从上月初的 100
万降至上周的大约 50万。

爱达荷州的疫苗接种率在全
美排名靠后。自新年以来，该州日
均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的人数依旧
不到 1000 人，每日接种加强针的
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耶鲁大学疫苗政策专家贾
森·施瓦茨认为，加强针接种推进
不力，除了宣传力度不够，公众感

到“困惑”是导致接种率偏低的
一大原因。

他说，美国学界起初还争论
全民接种加强针的有效性，联邦政
府后来建议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接
种，加强针适用人群范围后续不断
扩大。现有证据已经表明，加强针
能够发挥保护作用，接种重要性愈
发凸显。现阶段，美国 12 岁及以
上人群可接种加强针，接种间隔已
从6个月缩短至 5个月。
然而，在施瓦茨看来，“要打

加强针”这一重要信息“湮没在
不断变化的（防疫）建议与指南
等海量信息中”，未能引起民众重
视。

美国疾控中心近期多次更新
防疫指南，内容包括缩短隔离期、
建议戴防护效力更高的口罩。联
邦政府关于新冠检测的措施引发

广泛不满，不少民众无所适从。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最新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调查
对象认为有必要接种新冠疫苗，
但仅 47%认为有必要接种加强
针。

美联社说，全美疫苗接种推
进速度普遍缓慢。在怀俄明州、密
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者占全州人口的
比例仍未达到 50%。

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毒株迅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
弹。截至 25 日晚，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7217 万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 87万例。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
据，过去一个月内新增约 2000 万
确诊病例。全美 2.1 亿人完成疫苗
全程接种，约占总人口的 64%。

卜晓明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政府官员 25 日说，正与
主要能源生产国和企业商谈向欧洲
输送更多液化天然气，以期补足一
旦乌克兰局势恶化，欧洲可能面临
的天然气缺口。
白宫一名官员说，联邦政府正

试图同全球不同地区确认他们能向
欧洲额外输送多少天然气。
路透社提供的数据显示，俄罗

斯日均出口大约 233 亿立方英尺
（约合 6.6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
大约 72%输往欧洲几个最大经济
体。

报道预测，2022 年，全球日均
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将达 533 亿立
方英尺（15.1 亿立方米）。全球日
均消费天然气大约 4000 亿立方英
尺（113 亿立方米），其中大部分经
由管道运送。
路透社分析，如果乌克兰局势

升级，世界其他地区难以补足欧洲
可能面临的天然气缺口。
报道说，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

出口国和企业已尽可能出口天然
气，此时调拨可能迫使已经在海上
航行或准备出发的船只改变航线。
另外，用船只运送液化天然气

不像加满油罐那样容易。新建天然

气液化设施通常需要两至四年。美
国仅有一处在建天然气液化设施，
有望在今年增加液化产能。美国全
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位于路
易斯安那州的新设施，预计将在今
年年底日均增加 9 亿立方英尺
（2549万立方米）的液化产能。

美国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报道，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 2021 年 12
月达 770 万吨，首次略超卡塔尔和
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
气出口国。

美国能源信息局预测，美国
2022 年日均出口大约 115 亿立方
英尺（3.3 亿立方米）天然气。

数据显示 2021 年美国各类涉枪命案共造成 44875 人死亡

美枪支暴力案件创新高凸显政治失能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1 年美国“一次死伤 4 人以上”的恶性枪支暴力案件数量达 693
起，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持续肆虐、社会矛盾空前加剧导致越来
越多民众选择 “拥枪自保”、 美国国会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分歧尖
锐、 代表枪支制造商利益的游说团体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等因
素，造成美国枪支暴力顽疾难除且愈加陷入恶性循环中，凸显美
国政治管理体系的失能。

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
计，2021 年全年，美国“一次死
伤 4 人以上”的恶性枪支暴力
事件共发生 693 起；包括自杀在
内的各类涉 枪 命 案 共 造 成
44875 人死亡，其中 20785 人在
枪击事件中被杀，1549 名死者
年龄不满 18 岁，另有 40527 人
受伤。这些数据均为该网站
2013 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
的最高值。
尤其是去年年底美国进入感

恩节、圣诞节假期，芝加哥、洛杉
矶等治安状况恶劣的大城市“经
历伤亡最惨重的周末”等新闻标
题频繁见诸美国媒体，令民众不
寒而栗。进入 2022年，美国枪支
暴力事件数量继续居高不下。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 1 月 26 日凌晨，2022 年美
国已有 2970 人死于各类涉枪命
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依据
全美警察局数据计算得出，2021

年全美人口数量排名前 40 位的
大城市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城
市他杀案件数量较上一年有所
上升，而相关案件大多为枪击
案。其中，10 个城市他杀案件数
量创历史纪录。以洛杉矶市和纽
约市为例，两市当年他杀案件数
量较上一年分别上涨 12%和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统计发现，美国枪击事件自
2014 年起呈持续上升态势。数
据显示，枪击事件丧生者数量最
多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是排名第
二的印第安人后裔的近两倍。少
数族裔受枪支暴力影响之大，也
显现出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问
题。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主任

乔治斯·本杰明表示，在美国，枪
支暴力不仅体现为杀戮和犯罪，
而且已渗透到美国文化的各个方
面。“许多美国人已感到麻木，认
为自己随时可能被枪杀。”

枪支泛滥是美国社会长期存
在的问题，由此导致的枪支暴力
事件频发已成为社会顽疾。近年
来，由于美国政府防疫不力，新冠
疫情持续肆虐导致民众心态焦躁
以致情绪失控。同时，弗洛伊德案
等暴力执法事件再次激化种族矛
盾。随着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
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许多
人选择“拥枪自保”，控枪因而变
得难上加难。

美国《内科学纪事》杂志去
年 12 月发布报告说，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
美国首次购枪者人数约为 750
万，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 2.9%。
新购枪者中半数为女性，约两成
为非洲裔。这表明美国社会治安
状况恶化导致弱势群体拥枪意
愿更加强烈。

枪支泛滥的恶果如此严重，
但美国政界长期以来在控枪问题
上几乎毫无作为，共和、民主两党
分歧严重且看不到任何弥合分歧
的希望。

2021 年 3 月，两项加强购
枪背景调查的法案在民主党掌
控的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
两党各占 50 个席位的参议院
未获通过。一个月后，总统拜登
签署多项行政令以加强枪支管
制、减少枪支暴力，但其效力不
及国会立法，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也存在变数。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有
20 多年未通过重要控枪法律，与
枪支买卖相关的金钱利益也起到
了关键作用。作为众多倡导拥枪
权组织中的“龙头老大”，美国
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 500 万
会员和大量资金，其影响力深入
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
各方面。据美国追踪政治献金的
网站“公开的秘密”统计，该协会
2020 年仅用于联邦选举的支出
就超过 2900 万美元。
近年来，全国步枪协会丑闻

频发，并于 2020 年 8 月被指控
其高层存在挪用经费、内部交易
等行为。全国步枪协会于 2021
年 1 月申请破产保护，以期避免
解散，但遭联邦破产法院驳回。

美国《洛杉矶时报》去年 11
月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全国步枪
协会仍能通过更换管理层和改变
组织架构避免解散。即便该组织
遭到解散，也无法改变美国枪支
泛滥、枪支暴力犯罪猖獗的乱局。

文章说，即使全国步枪协会
不复存在，持枪者仍有能力动员
政治运动。一方面，民主党在国
会的优势地位过于微弱，难以凭
借一党之力实现控枪立法。另一
方面，过去数十年中，全国步枪
协会支持者及受该组织影响的
选民在阻止国会共和党人支持
控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
响力将长期存在。

美国拟向欧洲调拨更多天然气
以期补足一旦乌克兰局势恶化，欧洲可能面临的天然气缺口

美疫苗加强针接种减速,卫生专家表担忧

1月 23 日，美国华盛顿爆发反对新冠疫苗的示威游行。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