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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扩大宵禁范围
应对“第二波疫情”

法国总理卡斯泰当地时间
22日宣布，为应对持续恶化的新
冠疫情，法国政府决定扩大宵禁
地区范围。

卡斯泰当天下午在总理府
与多名部长联合举行疫情发布
会。他表示，法国“在经历第二
波疫情”，最近 7 天确诊率达每
10万人中251人确诊，比上一周
期增长40%，新增确诊病例数在
15天内翻了一番。

卡斯泰说，继 17 日开始在
法兰西岛大区等地实施宵禁后，
政府决定自 24 日零时起扩大宵
禁地区范围，将另对 38 个省和
法属波利尼西亚实施为期 6 周
的宵禁，每日21时到次日6时禁
止出门，特殊原因出行需携带外
出证明。

他表示，“未来几周会很艰
难”，死亡人数会继续增加，医疗
系统面临严峻挑战。如疫情继
续恶化，不排除会采取更严厉的
措施。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说，法国
将在 15 天内把重症监护病床数
增加到 7700 张，病毒检测数量
也将从每周110万人次增加到每
周160万人次。

法国文化部长巴舍洛表示，
政府将为受疫情和宵禁影响的
演出行业及影院提供 1.15 亿欧
元的援助。

根据法国卫生部门的统计，
截至 22 日下午，法国 24 小时内
新增确诊病例 41622 例，累计确
诊 999043 例，累计死亡 34210
例。最近 7 天，新增入院患者达
10166人，其中1627名患者在重
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

美 国 食 品 和 药 物 管 理 局 当 地 时
间 22 日批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用
于新冠成人患者以及 12 岁以上、体重
40 公斤以上儿童患者的住院治疗。
这是首款获美药管局批准的治疗新
冠药物。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研
发的抗病毒药物，原用于治疗埃博拉出

血热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美药管
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瑞德西韦仅能在
医院或能够提供类似住院治疗的护理机
构使用。

据美药管局介绍，使用瑞德西韦可
能出现的副作用包括肝酶水平升高和过
敏反应，比如血压和心率变化、低血氧、
发烧、呼吸急促、气喘、嘴唇或眼周红肿、

皮疹、恶心、出汗或发抖。
世界卫生组织 10 月中旬发布的

新冠“团结试验”中期结果显示，瑞德
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
干扰素等疗法似乎对住院患者的 28
天死亡率或新冠病人的住院病程影响
很小或没有影响。

据新华社

2020年美国大选最后一场总统候选
人电视辩论美东时间22日晚在田纳西
州纳什维尔市举行。寻求连任的共和党
籍现任总统特朗普同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均抓住这一机会
阐述各自主张，描绘施政图景，辩论中不
乏“短兵相接”的场面。

舆论认为，鉴于现阶段实际已很难改
变多数选民的想法，双方更多是在利用这
场辩论巩固己方支持者。当下美国选战已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最新民调显示双方选
情依然胶着，谁是赢家仍存悬念。

针锋相对

当晚的辩论持续约 90 分钟，涉及
话题包括新冠疫情、国家安全、医保、移
民、种族、经济和气候变化等。两人在
多个议题上针锋相对、互揭“短处”，火
药味十足。

开场话题围绕新冠疫情展开。特朗
普为其领导的抗疫行动辩护，称美国不
能封禁，还表示疫情“就要消退”、疫苗将
很快问世。拜登则大力批评特朗普领导
抗疫不力，并讲述自己的抗疫计划，包括
鼓励人们戴口罩、加强快速检测、制定重
启经济和校园的全国性标准等。

两人随后试图攻击对方“弱点”。特
朗普指责拜登家族存在腐败问题，并反
复质疑拜登从政多年一直“碌碌无为”；
拜登则反问特朗普为何一直拒绝公布纳
税记录，还在移民、种族等议题上向特朗
普发难。

医疗保险和气候变化也是两人碰撞
激烈的话题。特朗普称奥巴马执政期间
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
改”）是“灾难”，拜登则表示要在“奥巴马
医改”的基础上增加“公共选项”形成“拜
登医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拜登着眼
让美国能源行业清洁转型、实现零排放，
特朗普则认为这样做会重创美国传统能
源行业，造成大量就业岗位流失。

有备而来

特朗普和拜登原定举行三场辩论，
但在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接受隔
离和治疗后，第二场辩论几经波折最终
被取消。两人在 22 日的辩论前各自接
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由于是大选前的最后一场辩论，两
人此次都高度重视。美国舆论和专家认
为，从表现看两人都是有备而来，相较于
上一场辩论中不时出现人身攻击与随意
打断对方陈述的情况，本次辩论显得“正
常”了不少。

首辩时，特朗普攻击性强，但效果不
佳，他个人以及党派的支持率一度受到
负面影响。22日晚，特朗普压住火力，强
调政绩的同时还有意识地设置话题，想

把焦点引向关于拜登的负面内容。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史教授朱利安·泽利
泽认为，特朗普的目标并不是说服所有
人，而是激励自己的支持者、团结共和党。

拜登则依旧侧重政策陈述，并继续
展现同理心及拉近与普通人的关系。他
在发言时经常直视镜头，营造出同观众
直接交流的氛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
研究所主任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认为，拜
登在新冠疫情、医保、中产阶级以及团结
国家议题上表现得体。

辩论结束后，两大阵营均声称己方
获胜，民调结果也出现分化。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一项即时民调显示，53%的
观众认为拜登获胜，39%的人觉得特朗
普是赢家。福克斯新闻台公布的一项民
调则显示，认为特朗普和拜登获胜的人
占比分别为74%和24%。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
任拉里·萨巴托在社交媒体上说，辩论本
身很难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毕竟选战
进行到当前阶段，能被说服或尚未做决
定的选民已经所剩不多，双方更多是利
用辩论来巩固各自阵营的支持。

悬念依旧

据美国“真正透明政治”网站的民调
数据，截至 22 日晚，拜登在全国性民调

中平均领先特朗普7.9个百分点，但在佛
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等几个
关键“摇摆州”，拜登在民调中相对特朗
普的平均领先优势只有 4.1 个百分点。
依照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大选胜负往
往取决于“摇摆州”，这意味着双方选情
实际依然胶着。

过去几周，两大阵营都开始紧锣密
鼓地到“摇摆州”造势。自解除隔离后，
特朗普每天都飞往“摇摆州”举行大规模
集会，同时加大竞选广告购买力度，在攻
击拜登的同时为自己拉票。拜登阵营人
马的足迹也遍布“摇摆州”，但考虑到新
冠疫情，他们的活动规模较小，更强调防
护措施和保持社交距离。

尽管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十余天，
但美国多地已开始提前投票。据“美国
选举计划”网站统计，截至22日晚，已有
逾4860万选民提前投票。

不少美国选举专家指出，受疫情影
响，今年大选使用邮寄投票的选民大幅
增加，而大部分州和地区不能在大选投
票日前对邮寄选票进行计票。由于邮
寄选票计票速度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大
选投票日当天可能无法知晓谁将获
胜。此外，若计票出现争议，则要诉诸
法庭解决，白宫归属悬念或持续更久。

据新华社

32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韩国暂不叫停接种

韩联社 23 日援引韩国疾病
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
22 日，韩国接种流感疫苗后死
亡人数增至 32 人。韩国法医经
尸检认定，一名 17 岁少年接种
流感疫苗两天后死亡，死因与接
种疫苗无关。

韩国人口约 5200 万，今年
计划为 3000 万人接种流感疫
苗，而免费接种计划面向 1900
万青少年和老人。按照卫生部
门的说法，无充分证据显示死
亡病例与接种疫苗直接关联，
死亡病例多为老年人，且多数
有基础疾病。

国务总理丁世均 23 日呼吁
彻底调查。不少医生和政界人
士呼吁暂停流感疫苗免费接种
计划，但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
22日表示不会暂停。

《韩国先驱报》23日报道，专
家认为，流感疫苗致死的可能性
非常低。卫生机构数据显示，从
2009 年至 2019 年合计报告 25
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仅一例
死亡病例确认关联流感疫苗。
一名 65 岁女性 2009 年 10 月接
种流感疫苗后确诊罹患罕见的
神经疾病“米勒费雪症候群”，
2010年2月死亡。 据新华社

美国大选最后一辩

特朗普和拜登互揭“短处”

美药管局批准首款新冠治疗药物瑞德西韦

焦点话题

特朗普：美国不能封
禁，疫情“就要消退”、
疫苗将很快问世。

拜登：大力批评特朗
普领导抗疫不力，并
讲述自己的抗疫计
划，包括鼓励人们戴
口罩、加强快速检测、
制定重启经济和校园
的全国性标准等。

攻击
“弱点”

特朗普：指责拜登
家族存在腐败问
题，并反复质疑拜
登从政多年一直

“碌碌无为”。

拜登：反问特朗普
为何一直拒绝公布
纳税记录，还在移
民、种族等议题上
向特朗普发难。

医疗
保险

特朗普：奥巴马
执政期间通过的

《平价医疗法案》
（即“奥巴马医
改”）是“灾难”。

拜登：要在“奥
巴马医改”的基
础上增加“公共
选项”形成“拜
登医改”。

气候
变化

拜登：着眼让
美国能源行业
清洁转型、实
现零排放。

特朗普：这样
做 会 重 创 美
国 传 统 能 源
行业，造成大
量 就 业 岗 位
流失。

新冠
疫情

10月22日，特朗普（左）与拜登进行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