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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休斯敦6月21日电 美国
林业局 21日在一份审查报告中承认，
其在常规“设定燃烧”作业中的失算和
失误引发新墨西哥州有记录以来最严
重山火。

4月 6日以来，新墨西哥州北部发
生两处大规模野火并延烧在一起，导

致数百座房屋被焚，数千居民被迫撤
离。截至 6 月 21 日，野火已烧毁逾
34.1万英亩林地，比洛杉矶城还要大，
但仍有 28％的火势未得到控制。

审查报告发现，这两处火灾均由
林业局人员进行的“设定燃烧”作业
引发。他们当时虽遵循作业规范，但

犯了一系列错误，如未能考虑到物候
比设想的更干燥；火势明显变大后未
停止点火；使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
而未依靠当地专家了解多变的风况。

20 日，即审查报告发布前一天，
美国林业局负责人兰迪·摩尔宣布暂
停在联邦林地进行“设定燃烧”90天。

6月19日是美国黑奴解放日，当晚
首都华盛顿一处商业区举行了露天音
乐节。“砰！砰！砰！”突然传来枪响，人
们惊声尖叫，四散奔逃。据警方事后通
报，枪击事件中1人遇害，3人受伤。遇
害的黑人少年蔡斯·洛伦佐·普尔年仅
15岁，家住附近。这本来是非洲裔美国
人的传统节日，暴力事件却再次给他们
带来悲痛，也给黑奴解放日蒙上了一层
厚厚的阴影。

黑奴解放日名不副实
黑奴解放日在美国又被称为解放

日或自由日。1865 年 6 月 19 日，美国
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批黑奴摆脱奴
隶身份获得自由，这一天因而被视为
标志美国奴隶制最后终结的日子。
非洲裔美国人从 19 世纪末就开始庆
祝这一节日，但直到去年才由美国国
会通过法案成为联邦假日。

不过，这一美国的全国假日却处
处充满讽刺。比如，对于谁能真正享
受这一假日的问题，不少美国人在社
交媒体上掀起了讨论。一位叫米彻
姆的黑人就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资
本主义国家，那些低收入的黑人可能
根本无法休假，他们不得不在这一天
上班，为那些带薪休假的白人服务。

而就在黑奴解放日的起源地得克
萨斯州，却于去年通过一项法案，禁
止学校的教师们在课堂上与学生讨
论“种族问题”，这让老师们对如何解
释这个假日都面临困扰。美国大学
教育学院的一名兼职讲师说：“一方
面我们得（向学生）介绍这是一个假
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被允许介绍
这个假日的细节，这是相互矛盾的。”

此外，更多的美国人则在社交媒
体上指出，国会议员们对将黑奴解放
日定为联邦假日持压倒性支持态度，
却在消除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真正
问题上停滞不前，这很讽刺。

非洲裔美国人仍被暴力针对
从非洲裔美国人的纪念日变为联

邦假日，这显然与从 2020 年 5 月开始
在全美爆发的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
暴力的抗议活动“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有关。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针对非
洲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依然大量
存在，仅仅一个假日很难改变什么。

就在大约一个月前的 5 月 14 日，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
大规模枪击案，造成 10人死亡，3人受
伤，枪手为白人，死者均为非洲裔。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将这一悲剧
描述为“可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枪
击事件”。

其中一名枪击案伤者的母亲埃弗
哈特在听证会上说，美国种族歧视历
史由来已久，标榜“自由”“平等”只是
自欺欺人。“美国在本质上就是暴力
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的国家，美
国就是建立在暴力、仇恨和种族主义
之上的。”

埃弗哈特的控诉一针见血。在美
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
性的存在。有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
警察共枪杀 1127人，非洲裔被警察杀
死的概率是白人的 3 倍。2013 年至
2020年，约 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
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种族歧视深入美国社会肌理
除了被暴力针对，非洲裔美国人

的经济状况也堪忧。《纽约时报》指出，
如今，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仍然很
穷。根据美联储的一项调查，2019 年
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仅为 24100美
元 ，而 白 人 家 庭 的 财 富 中 位 数 为
142500美元。

一名来自华盛顿的教育工作者凯
文·布兰克在参加今年的黑奴解放日
时说：“1865年的时候，奴隶制就被认
为终结了。但是今天种族主义问题
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根深
蒂固，所以我们仍面临着挣扎、斗争，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面对深入美国社会肌理的种族歧
视顽疾，黑奴解放日被定为联邦假日
显然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安抚，象征意
义远超实际意义。枪支暴力、贫富差
距仍在非洲裔美国人身上得到更多
体现，在教育、就业等重要领域的资
源分配不平等依旧显著，实质性的改
变远未到来。对于当今美国来说，只
有卸下“人权卫士”的假面，直面自己
积重难返的人权状况，才能真正解决
问题。 据新华社电

韩国疾控机构 22 日报告，这个东
北亚国家 21 日发现两例猴痘疑似病
例，均为近日入境人员，正在进一步检
测，结果出来后将立刻通报，同时公布
防治措施。

在东南亚，新加坡卫生部门 21 日
深夜宣布确诊一例境外输入猴痘病
例。这显示这一波猴痘疫情继 5 月在
欧洲、美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后，也已
在亚洲出现。

【韩国报两例疑似】
韩国疾病管理厅说，一例疑似病例

是外国公民，20 日入境，出现咽痛、皮
肤损伤等类似感染猴痘症状后，于 21
日前往南部城市釜山一家医院就诊，院
方作为疑似猴痘病例上报，现已在隔离
病房接受治疗。

另一例是韩国公民，21日下午从德
国乘飞机抵达首都首尔附近仁川国际
机场，自述入境前两天已出现症状，随
即由作为定点医院的仁川医疗中心收
治。

韩联社报道，鉴于越来越多国家报
告猴痘病例，且多国放宽国际旅行限制
措施，韩国一直对猴痘流入本土风险保
持警惕。

韩国卫生部门本月把猴痘列为乙
类传染病。当前，包括新冠、霍乱、水
痘在内的 22种传染病同属这一类。

韩方官员说，政府准备下月进口可
供 500 人服用的抗病毒药物特考韦瑞。
这种药物在一些国家获批用于天花、猴
痘等正痘病毒属病毒感染的治疗。

韩国针对猴痘的现行防治规范是：
猴痘患者需要在专科医院接受隔离治
疗；与病例有密切接触者必须接受为期
21天的自我隔离。

【新加坡确诊一例】
新加坡卫生部 21 日深夜通报一例

猴痘病例，为输入型病例，是一名 42岁
的英国籍男性空中乘务员，本月中旬随
国际航班往来新加坡，20日猴痘检测阳
性，收治于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目
前病情稳定。

流调已确认的 13 名密接者将按规
定接受 21 天隔离，自最近一次与患者
接触起计。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涉疫航
班和病例在新停留期间轨迹。

新 加 坡 是 今 年 以 来 首 个 报 告 猴
痘病例的东南亚国家。按照世界卫
生组织划分的六大区域，韩国和新加
坡属“西太平洋区”。同一区域内的
澳大利亚上月 20 日报告这一波猴痘
疫情以来该国首例猴痘病例，截至本
月 15 日累计确诊 8 例病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定于 23 日
主持召开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会议，评
估这波猴痘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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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着“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诚信为本，
药真技精”的质量方针，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
作，以 GSP 要求作为公司经营的行为准则来适
应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发展和保障用药安全。
公司旗下各门店均开通了属地医保，西宁地区门
店在开通省、市医保的基础上还开通了海南、海西
等州县医保。

为回馈新老顾客对我公司的支持，
我公司特推出慢性病用药及常用药的特
价优惠活动（详情到店咨询）。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地 址
1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烨堂大药房 杨延清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西海路 59 号（中海河山郡东门北侧）
2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亨堂大药房 季 存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康宁路锦绣苑 22 号
3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鼎堂大药房 李增菊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和平路 8 号 2 号铺
4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春堂大药房 马文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351 号 2 号楼 351-39 号
5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乐都睿康大药房 王宝顺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古城大街 87 号西街商场 1 楼
6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乐都睿祥大药房 王宝顺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引胜路新都花园小区牡丹苑 2 号楼 105 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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