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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宣布将新冠病毒感染
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但台
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却唱反
调说，岛内媒体报道仍可简称为

“武汉肺炎”。这种故意跟国际通行
做法对着干的行为，再次暴露台当
局借疫情打“地域炮”的不堪用心。

世卫组织命名流行病的原则之
一是去掉地名因素，以避免被联结
的国家或地区产生被歧视、被污名
化的感觉。比如“MERS”这个正式
名称确立后，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就
不再使用“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
毒感染症”。

台当局专门处理疫情的机构，
肯定不缺专业知识，也明白这个浅
白的道理，却为何不顾职业操守和
大陆感受，让媒体继续使用“武汉
肺炎”？据称其理由是“基于让民众
容易理解”。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
根本不是理由，而是蹩脚的借口。

带有侮辱性、歧视性、针对性
的称谓，岂可因为“容易理解”而
继续沿用？试想，如果这次是“台
湾肺炎”，台当局还会鼓励沿用吗？
台当局拿“便民”当借口，究竟是
慷他人之慨，是麻木不仁，还是别
有用心的恶意针对？

不得不说，从大陆发生疫情至
今，台当局的种种做法都给人以恶
意针对之感。台当局“行政院长”
苏贞昌竟公然宣称“中国武汉发生
疫情害惨全世界”。澳大利亚发生山
火，台当局捐赠 10 万个 N95 口罩，
大陆发生疫情，台当局立马宣布禁
止向大陆出口口罩。大陆及时向台
方通报疫情信息和各种技术资料，
台当局却谎称“被排除在世卫组织
之外而错过疫情”，再演“以疫谋
独”戏码。大陆使用包机向台湾运
送滞留湖北台胞，台当局却百般挑
刺找茬，阻挠拖延台胞返乡。台当

局急不可耐地关闭“小三通”，研议
关闭“大三通”，拒绝大陆配偶子女
入境。种种过激反应，让人不得不
怀疑民进党当局是拿疫情当工具，
炒作“恐陆仇中”气氛，遂其阻断
两岸交流和闭关锁台的私欲。

民进党当局对疫情的反应，不
但毫无同胞间血浓于水的情感流
露，连最基本的人道关怀都付之阙
如；不但没有实质性的支援行动，
连假装关心的话都懒得说一句。面
对大陆疫情，台当局脸上写的是冷
漠、嫌弃乃至见猎心喜的丑陋表情。

由是观之，台当局鼓励岛内媒体
继续沿用“武汉肺炎”名称，恐怕不是
一时疏忽而是别有用心。在苏贞昌的
恐吓之下，台湾已出现“口罩之乱”，
民众抢购口罩、卫生纸，若将来岛内
防疫工作等出现更多疏失，民进党只
需念一句“武汉肺炎”，即可暗中将矛
头导向大陆，将“都是大陆惹的

祸”潜台词藏在每一篇文宣和报道
里，岂不省心遂意？

台当局鼓励沿用“武汉肺炎”
名称，可能另有一层险恶用心，即
将武汉人乃至所有大陆民众与病毒
联系在一起，给台湾民众心中多埋
一道恐惧阴影，将来民进党不论是
阻挠两岸交流还是炒作“恐中”，手
里就又多了一张牌。

视两岸同胞生命如草芥，借疫情
贩卖“政治主张”，民进党当局道德底
线之低，再次刷新外界认知。病毒是
人类共同的敌人，民进党却要借病毒
之力来对赴大陆，趁机大打“地域
炮”，其行径用冷血卑鄙已不足以形
容，简直是反人类反文明了。

2月10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陆各地开始复工。对于来自台湾的社工阳
玲来说，这已是她坚守战“疫”一线的第17天。

当天，阳玲一大早就来到福州市马尾区的新莲花医院，配合工作人员对被
留院观察人员测体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新莲花医院成为马尾区的一个留院观察点。得知人
手紧张，阳玲正月初一就从台湾回到马尾，参与到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阳玲现为马尾区的一名社工。疫情防抗期间，她每天配合医院工作人员对
被观察人员进行多次的体温及有关症状监测，实时掌握他们的健康状态，并做
好他们的心理辅导。

“很多留院观察人员刚刚被隔离的时候，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们心里
很慌张，不知所措。”阳玲说，这时候就要给他们解释，倾听他们的心声，安慰
他们，让他们消除紧张的情绪，能够以平稳的心态度过观察期。

不仅如此，阳玲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安抚医院内的老人，为他们讲解防
疫知识；陪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理发和代购生活用品，尽力满
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让他们感到安心、放心和暖心。

和阳玲一起在马尾战“疫”的周群，也是一名社工。在马尾区罗星街道新
港社区，周群正帮助社区开展防疫抗疫。

与社区的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同协作，周群向社区居民推广疫情防控知
识，开展线上心理辅导。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常下社区，因此对各个社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这对我
们参与防疫有较大的优势。”周群说，一方面加强疫情防护普及，劝导居民做好
自我防护，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有恐慌意识的居民进行疏导，提升居民自我防护
意识，并缓解紧张情绪。

“社工工作关键是要疏导居民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心声。”周群说。
战“疫”中，马尾区号召社工组织积极配合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组建社工

服务队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积极引导社工发挥专业优势参与疫情防控。目前，
马尾区的罗星社区、马限社区、沿山社区等许多社区都活跃着专业社工防疫抗
疫的身影。

马尾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马尾有新莲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益
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睿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四
家社工服务机构参与到疫情防控中，尤其是两岸社工携手助力社区打好疫情防
控战。

“我们以马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平台，整合社工人才力量，开通马尾区
社会工作防疫心理服务专线，通过‘线上+线下’免费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
心理支持等热线服务。”该负责人说。

日 月 谈日 月 谈

本报上海2月12日电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疫涉台
相关工作，要求市台办及相关部门认真负责、
积极主动做好涉及台企台胞的各项工作。根据
中央台办和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上海市台办
积极部署疫情防控涉台工作，关心在沪台企经
营和台胞生活情况。同时，上海台企台胞积极
通过多种渠道为武汉等地捐款捐物，驰援疫情
防控工作。

一是完善组织架构，及时部署疫情防控涉
台工作。上海市台办成立疫情防控涉台工作领
导小组，下发《关于做好春节后疫情防控涉台
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在沪台资企业
复工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时上报有关
情况。2月 7日，召开区县台办疫情防控涉台
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各相关涉台部门统一思
想，切实关心帮助在沪台胞台企解决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共同应对疫情。

二是深入基层调研，关心台胞台企疫情
防控情况。2 月 10 日下午，上海市委常委郑
钢淼赴台企广达集团上海制造城调研防疫情
况并与市台协会长、常务副会长等台企代表
座谈，关心台企疫情防控工作，希望企业提
振信心，加强防疫和抓好生产两不误，继续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市台办节前
摸排梳理春节期间留沪台商的情况，提醒台
商注意防护、安度春节，节后实地走访慰问
台企，调研企业生产情况及应对疫情防控工
作，了解企业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鼓励大家
坚定信心，抗击疫情。

三是加强政策宣导，全力支持台资企业
应对疫情。充分发挥上海市台胞服务中心、
上海市台协等涉台机构的平台作用，为台企
台胞提供全方位服务。台胞服务热线 24 小时
为台胞提供咨询服务，微信公众号及时向广
大台企台胞推送疫情进展、本市应对疫情出
台的企业扶持政策等信息和防疫温馨提示。
针对台企受疫情影响发生劳资纠纷、经济合
同纠纷等问题，市台办法律顾问团队提供免
费线上咨询服务，帮助台企做好法律风险防
控工作。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协助台企台商
做好捐赠对接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台企台胞积极捐款捐
物，奉就爱心，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情
谊。上海市台协呼吁广大会员企业团结互助，
要相信国家有智慧有能力战胜这场战役，并组
织会员企业慷慨解囊。目前，上海共有 66 家
台企及台商个人累计捐款捐物总额超过 465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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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疫情拉仇恨 台当局是何居心
王 平

台湾心脏外科名医、私立振兴医院院长魏峥 2 月 11 日受访表
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道，两岸理应互相协助、一同面对。
两岸人民的感情，不可因疫情及其相关政治操弄而撕裂。

10 日，在友人支持下，魏峥以一个医师的名义发出公开呼吁，
希望台湾有心人士不要再借此次疫情进一步破坏两岸人民的感情。
他直言，新冠病毒才是共同敌人，疫情很快就可以过去，然而撕裂
的感情却难弥补。

魏峥直言，世界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新的流行疾病，这是
谁都预料不到的。医疗本来就是人道、专业的工作，在两岸、在全
世界都一样，把它政治化是非常要不得的。

他表示，自从大陆改革开放后，两岸民众相处越来越好，这样
的局面得来不易。现在，在选举之外，竟然有一些人士还要借新冠
肺炎疫情激发对立情绪，使得民间出现更多恐慌、暴戾、仇恨，实
在让人担心。

仔细观察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医学界的应对，魏峥认为，新冠肺
炎并没有民间想象中那么严重。台湾已确诊的18个病例，首例确诊
个案已解除隔离，其余17名个案病况稳定，无一例发展成重症；两
岸好好一起来面对，处理疫情并没有那么难。

近期，台湾社会有一种声音，指滞留在湖北的台胞不应返台。
魏峥说，往返两岸的台湾民众数量众多，因疫情而特别针对这一群
体，甚至不让他们回家，实在很不像话。病毒不长眼睛，它才是两
岸人民共同的敌人；期盼两岸医疗能够有更多互助，各方也不要放
大一些人太过激烈的、破坏感情的言辞。

魏峥表示，现在出现了一些过度恐慌，但他相信疫情不会持
久。经过此次考验，希望民众得到正确观念，不因一部分人的挑拨
而撕裂两岸民间的感情。

台湾医界、学界近来已就两岸共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多次发
声。1月 31日，台湾医事联盟协会理事长高明见、台湾大学生物科技
研究所教授杨宁荪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在台北发出声明，呼
吁台湾民众共体时艰，给予大陆民间必要的协助，也希望台当局为两
岸间必要物资运输及防疫人员来往提供便利，以助防疫合作。

台湾知名医师魏峥：

新冠病毒才是两岸人民共同敌人
刘舒凌

2月12日，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咸宁医疗队踏上征程。此次出征的医疗队
包括来自昆明、红河、大理、曲靖、楚雄等地多所医疗机构的350余名医护人
员。此前，云南已派出两批医疗队分赴抗疫一线。

上图：医疗队队员在昆明长水机场登机出发。
左图：医疗队队员在出发现场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咸宁医疗队出征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沃柑种植基地近来喜获
丰收，沃柑种植大户刘华强利用电商平台和微信群进行
网络直销，客人下单后，基地组织专人采摘、消毒、配
送，确保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实现产销两旺，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工人们戴着口罩采摘分装丰收的沃柑。

廖胜春摄 （人民视觉）

香港首次有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据新华社香港2月12日电（记者周文其、方栋） 香

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2日介绍，当日，香港
首次有1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同时，新增1例确诊
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0例。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 （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 何
婉霞说，这位康复的病人在出院前，两次呼吸道测试结
果均为阴性，达到了新冠肺炎出院标准。其后，医管局
还会安排这位病人接受复诊，以确保安全。当前，还有
数位病人情况稳定，预计可以陆续出院。

2 月 12 日，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清花湾无公害蔬菜种植合作社
采收了30吨新鲜蔬菜运往湖北，助力湖北人民抗疫。

图为志愿者帮忙采收新鲜蔬菜。 曹正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