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A5第744期  公元2020年5月29日—6月4日www.kanzhongguo.com 看世界

穩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

鬆一口氣。

世衛組織應急響應負責人邁

克．瑞安（Mike Ryan）說 :「我

們之所以警告第二波疫情的來

臨，是因為如果第一波的疫情維

持在較低水平，那麼會在幾個月

後再次回升。它可能會在許多地

方成為現實。」

他表示，目前全球正處於第

一波大流行的中間階段，如果不

注意的話，感染人數可能會「立即

在過去的幾週中，全球因肺

炎的住院患者人數總體上持續下

降。同時，每天的感染人數保持

增加」。他說：「我們也知道這種

病毒的大流行性。我們不能因為

這種疾病目前正漸漸緩和，就認

為它會繼續下降。我們有幾個月

的時間為第二波高峰做好準備」。

世衛組織還將對之前的西班

牙大流感對比當下的疫情。

西班牙大流感分為三波：第

一波發生於 1918年春季，基本上

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第二波

發生於 1918年秋季，是死亡率最

高的一波；第三波發生於 1919年

冬季至 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

於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數據，

在 1918到 1920年兩年間，西班

牙流感造成全球 4000萬至 5000

萬人死亡。而許多科學家與歷史學

家認為，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約 18億人）曾感染這個病毒，

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大

流行病之一，僅次於黑死病。

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但

世衛警告：疫情或出現第二波高峰
【看中國記者黃清編譯】世衛組

織應急響應負責人邁克．瑞安

（Mike Ryan）於5月25日晚上警
告，儘管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趨於緩

和，但這有可能是第二波高峰蟄

伏的徵兆。

俄國違規 川普再退國際群組

據美國之音報導，媒體 5月

21日援引政府資深官員提供的消

息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決定

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並將此決

定通知俄羅斯。

條約減少軍事誤判                
涉及35國
《開放天空條約》是由美國前

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

enhower）於 1955 年提出，美

國前總統老布希與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1992 年在前蘇

聯解體後與俄羅斯談判並簽訂

的，是歐洲在冷戰後加強互信的

措施之一。 2002年生效後，締

約國可互相在對方領土進行非武

裝空中偵察，檢查其執行國際武

器控制條約的情況，以增強軍事

透明度，減少誤判。根據協議規

定，締約國必須在擬退出前至少 6

個月通知其他國家，同時在正式

退出該條約後，還需要在 60天內

與俄羅斯和條約其他的簽約國開

會討論。目前，包括俄羅斯、美

國和歐洲多國在內，共有 35個國

家簽署了這一條約，這其中包括

了歐盟 27個成員國。

俄羅斯拒開放敏感區領空

報導稱，美國政府官員過去

已多次批評俄羅斯不允許美國等

西方國家的飛機飛越俄羅斯境內

的卡列寧格勒（Kaliningrad），

據信，俄羅斯正在這個城市部署

可以打到歐洲的核武器，也不允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萬厚德綜

合報導】川普政府決定退出與俄

羅斯簽訂的《開放天空條約》

（Open Skies Treaty），原因是
俄羅斯多次違反條約的規定。臺

灣智庫認為，劍指北京或是川普

退群因素之一。

言，俄羅斯是敵意國家，但實際威

脅不大，因此尚可訴諸外交手段；

反觀中共挾經濟和軍事實力，並快

速發展核武，才是大敵當前，這

也是美軍機艦近期在南海和西太

平洋地區動作頻頻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根據美國國防部

「2018核武態勢評估」報告，北京

正在發展新式洲際飛彈、中程飛

彈，以及潛射彈道飛彈。其主要核

兵力已由以往的「嚇阻」轉為「攻

勢」性質，具體例證包括：新式東

風 -41型洲際彈道飛彈、東風 -17

極音速飛彈等投射載具快速增

加，以及 094型戰略核潛艦增加

至 6艘並持續建造，都讓美方高

度警覺。美國也懷疑北京和俄羅

斯持續違反國際協定，秘密進行

低當量或地下核子測試；美國數

度嘗試將中國納入美方 2010年與

俄羅斯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

約》（New START），但未成功。

川普考慮重啟核試爆

據華盛頓郵報 23日報導指

出，川普已在考慮重新啟動 1992

年終止的核子試爆，白宮官員對

此表示，核試爆有助向北京施

壓、促成美中俄三方核協商。

蘇紫雲認為，繼 2019 年 8

月 2日美方正式退出《中程導彈條

約》，接著擬於 6個月後退出《開

放天空條約》，主要目的就是解除

美國的核子手銬，以防備未受相

關條約限制，甚至可能暗中與莫

斯科合作的北京，並壓制北京的

核威脅。

由於《開放天空條約》涉及歐

美 35個國家，長期以來對北半球

的和平貢獻頗深，如今勢必因美

國的退出而弱化。德國外長除了

力勸美方勿輕言退出外，也呼籲

俄羅斯恢復條約的全面執行。該

條約於 2002年生效以來，締約國

已進行了 1500多次觀察飛行。

繼2019年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後   美國或再退出《開放天空條約》

對於病毒起源的問題至今仍無

定論。最近澳洲福林德斯大學

（Flinders University）醫學教

授彼得羅夫斯基領導的研究團隊

發現，這種病毒未曾經過演變，且

從一開始就「特別適應於傳染人

類」，不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疾病。

彼得羅夫斯基指出，這種病

毒有非常厲害的能力，能夠「馬

上」進入人體。他表示，當病毒從

動物進入人體時，一般要進化才

能適應新宿主，但令人想不通的

是，病毒似乎沒有進化就已經能

完全適應人類。彼得羅夫斯基認

為，疫源調查不能忽視武漢實驗

室外洩病毒的可能性。

許美國飛機穿越俄羅斯主要軍事

演習的空域。

美國官員還指出，俄羅斯一架

飛機 2017年直接飛越美國新澤西

州的領空。美國國防和情報機構

也指出，俄羅斯的偵察飛機在飛

越美國境內時，對美國重要基礎設

施進行定位，以供網絡攻擊使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表示，

俄方屢次違反《開放天空條約》，

利用該條約實現擴張目的，包括拒

絕其他成員國飛越俄羅斯控制的

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上空，並對克

里米亞空域實施控制。在此情形

下，美方作為條約成員國繼續履

約，不符合美國利益。

事猶有轉圜

川普總統 5月 21日在白宮對

記者說，俄羅斯沒有遵守條約規

定，因此在俄羅斯遵守規定之前，

美國會退出。但雙方很可能會達

成一項新的協議，或者採取措施

讓該協議重新生效。

川普總統軍控問題特使比林

斯利亞表示：「如果俄羅斯可以違

背條約而不受懲罰，美國就無法

繼續遵守這個條約。」

川普政府官員告訴媒體，退

出條約的決定是在美國經過 6個

月的審查之後做出的，審查發現

俄羅斯一再拒絕遵守條約。根據

該條約的撤回條款，退出程序也

將有 6個月的時間，如果俄羅斯未

積極改進並遵守條約的規定，美

國將在 6個月之後正式退出條約。

不過蓬佩奧對此還是留下了

轉圜的空間。他在 5月21日表示，

如果俄羅斯從現在開始完全遵守

條約，美國可能會重新考慮。蓬佩

奧指出，《開放天空條約》並非俄

羅斯唯一不遵守規定的條約，一直

以來，俄羅斯都在違反很多應盡

的軍備控制義務和承諾。據悉，美

國已於 2019年正式退出了與俄羅

斯簽訂的《中程導彈條約》，原因

同樣是俄羅斯長期違反條約規定。

蓬佩奧還在推特發文指出，

該條約旨在促進國際安全，但俄

羅斯的行為嚴重破壞了條約建立

信任與透明度措施的本意。

美憂北京核武擴張無上限

報導分析，美國宣布退出

《開放天空條約》，顯示川普政

府也將不會延長與俄羅斯簽署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川普總統過去一年來

多次表示，除非將北京納入談判

中，以避免其不受任何控制地擴

張核武，否則美國不會延長明年 2

月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如同退出《中程導彈條約》與

對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興

趣缺缺的背後原因，退出《開放天

空條約》固然有俄方的因素，但背

後也同樣有著川普對北京方面不

受節制的核武擴張政策的不滿與

反制意味。

據中央社報導，臺灣智庫「國

防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

究所」所長蘇紫雲認為，對美國而

美國空軍OC-135B 開放天空偵察機，在海地上空執行任務時的內部控制室場景。（美國國防部）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國境內中共病毒（又稱武漢

病毒、新冠病毒）疫情擴散已

出現減退的趨勢，最謹慎的美

國衛生官員也鬆口同意重啟經濟

活動。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

研究所（NIAID）主任安東尼．

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

發出警告稱，延長結束「居家隔

離」防疫措施可能給美國造成

「無法彌補的損失」。

美國福克斯新聞 5月 23日

報導，在接受美國新聞媒體採訪

時，福奇表示，在疫情蔓延至美

國的初期，政府需要實施嚴格

的防疫措施，如：居家隔離、禁

止大型聚會等以保持必要的社

交距離。如今，疫情已出現減退

趨勢，許多地方可以取消「居家

隔離」等措施。

福奇也警告稱，他反對魯莽

重啟經濟活動，並呼籲在取消嚴

格防疫措施過程中，採取「非常

重要的預防措施」。他說：「總

的來說，我認為美國大部分地

區都以謹慎的方式在做。」「顯

然，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

會忽略這一點。我只是說，『如

果要這樣做，請謹慎行事。』」

此前，2名共和黨國會議員

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

ul，肯塔基州）和眾議員安迪．

比 格 斯（Andy Biggs， 亞 利

桑那州）在《今日美國》（USA 

Today）發文批評，在疫情初

期，福奇的防疫措施導致美國

醫療體系陷入「崩潰」狀態，也

破壞了美國經濟活動。後來福

奇發現所依賴的疫情數據模型

確實存在不足。

美專家警告  居家隔離損失大寰宇新聞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5月 24

日主持了勞動黨中央軍委會第四

次擴大會議，並提出強化核威懾

與戰略武器方針。對此，南韓軍

方指出，朝鮮所說的主要戰力，

就是新型洲際彈道導彈（ICBM）

與可搭載 3 枚潛射彈道導彈

（SLBM）的 3000 噸級新型潛

艇，寬約 7公尺、長 80公尺，目

前正在咸鏡南道新浦造船廠建造

之中，已經接近完工。有可能於

未來 1到 2個月之內公開亮相，

或在勞動黨 75週年紀念日，也就

是 10月 10日曝光。美國國安顧

問歐布萊恩再度呼籲朝鮮政府，

若想要擁有偉大的經濟，就一定

要須放棄核計畫。

◆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了代

號為「保衛項目」(Project De-

fend)的計畫，內容包括評估英國

面對潛在敵對外國政府時的主要

經濟弱點。視評估結果而定，英

國政府可能會選擇把製藥等關鍵

製造業移回本國，讓英國擺脫重

要醫療物資及其他關鍵領域依賴

中國進口的情況，同時還將考察

依賴國外零部件來製造成品的重

要供應鏈，使供應渠道多樣化，

從而讓英國將不再依賴於個別國

家提供非糧食必需品。《泰晤士

報》5月 22日報導指出，英國已

經在該項目的框架下成立了兩個

工作小組。統計顯示，加美英澳新

等國家，有 831種產品嚴重依賴

中國製造，其中包括 260種產品

是通訊和電腦製造等國家基建關

鍵產品。

◆美國太平洋艦隊 5月 22

日通過推特透露稱，美海軍兩棲

運輸艦「波特蘭號」（USS Por-

tland）16日在海上首次測試新型

高能激光武器，並成功擊落一架

無人機。這款武器是由美國海軍

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

rup Grumman）所研製。美太平

洋艦隊指，該新式武器「重新定義

海戰」。此外，近來受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

困擾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於當

地時間 21日離開關島海軍基地，

重返印太地區執行任務。目前全

艦將近 4千名官兵都離艦進行了

檢疫，航母也進行了徹底的消毒。

◆德國 25日決定砸下 90

億歐元紓困漢莎航空（Lufthan-

sa），但仍須獲得歐盟執行委員會

批准與漢莎股東同意。這是自

2019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德國最

大規模的企業紓困案，目的是為

保住近 10萬個工作機會，同時

避免遭外國併購。依照協議，政

府將取得 20%股權，倘若公司未

來面臨惡意收購，柏林當局握有

否決權。當局同時也承諾，會在

2023年底前出售漢莎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