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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防疫阻止病毒传播

“今年春运返程没有传统意义的高峰，
峰值在 1500 万人次，为日常客运量的两
成。”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在 2 月
15日举办的春运返程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1月25日至2月14日，共发
送旅客2.83亿人次，日均1348万人次，同比
下降 82.3%。春运后半程大幅缩水，时间跨
度显著拉长。随着疫情的变化，返程客流大
幅度下降，没有出现明显返程高峰。

错峰返程，是中国避免返程高峰加大防
疫风险的一个重要举措。据日本 《每日新
闻》报道，中国春节假期原本是1月24日至
30日，为防止客流量集中导致感染者增加，
政府将假期延长 3 天至 2 月 2 日。武汉所在
的湖北省将假期延长至2月13日。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中国31
个省份中的 1/3——包括最大的几个工业中
心——都已把春节复工的日期推迟一周至 2
月 10 日。在湖北省以外，地方政府中止了
一些长途客车服务，并设立了道路检查站。

据拉美社报道，为尽可能减少感染者数
量，中国卫生部门建议尽可能避免前往人员
密集的地方，运输部门要求对飞机、火车、
轮船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采取充分的通风
和消毒措施。机场将监测乘客体温，部分高
速公路路段也实施了封闭措施。

“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开展大规模公共
卫生行动的结果。”据美联社报道，世卫组
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
近日来新冠肺炎病例数量趋于稳定，这很令
人欣慰。

据埃菲社报道，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在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春运期间的蔓
延，中国政府延长春节假期，全国学校延期
开学，以便在大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得以错
峰返程。自疫情暴发以来，火车站、机场和
高速公路已采取测量体温等客流管控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世卫组
织执委会第 146次会议上，几乎所有成员都
在疫情防控问题上赞扬了中国，他们有理由
对中国表示赞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中国所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有助于阻止
病毒向其他省区乃至其他国家传播。中国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举措，使得德国能够

“立即采取行动，阻止病毒进一步蔓延，帮
助德国控制了疫情”。一名英国代表说，“这
是英雄的举动，因为我们因此更加安全了”。

始终以防疫为首要考虑

“中国人民向来极具韧性。中国各地民
众的反应展现出积极态度，务实是常态，而
非特例。”在美国 《外交学者》 网站题为

《新冠病毒阴影下的中国日常生活》 的报道
中，记者讲述了几名中国普通民众的抗疫生
活并发出感叹。

在文章结尾，记者动情地写道：一名家
在北京但在中国南方工作的高管说，他的一
大家子人一直待在家里，他准备2月20日南
下返工。他最后还在为别人着想，提醒着我
们这些生活在几千公里之外相对安全地方的
人，“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照顾好自
己”。这正是返程人员生活和心理状态的真
实写照。

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工作进入关键时期，
中国政府多管齐下、严控返程，全国人民从
我做起、积极防疫。中国的努力，引起海外

媒体的关注。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

道，中国大部分省份要求企业推迟复工时
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下令让各省份恢复
防控病毒所需医疗资源的生产。在大多数地
区，包括公共设施、超市和其他必需行业的
企业仍在营业。在控制返程客流、监测返程
人员身体状况的同时，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仍
需保障。

《俄罗斯报》 网站刊文称，为提振经
济，中国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利益与疫情防控
之间寻求平衡。很多措施便应运而生：推广
远程办公，实施更为灵活的工作排班制度，
避免厂房及办公室人员过度密集。

“目前中国政府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
工，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方面的
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研究员阮宗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
方面，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为
错峰返程、逐渐复工提供卫生安全前提；另
一方面，医疗、交通等防疫工作相关企业的
复工，也为疫情防控整体工作提供物资保
障。与此同时，疫情期间的返程复工安排始
终以防疫为首要考虑，政府、企业和相关机
构都推出众多返程复工期间的防疫措施，确
保返程复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防疫工
作与返程复工是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辅助的
两个方面。”

缓解投资者对经济担忧

中国疫情防控的趋势，不仅牵动着国际
各界的关心，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据
德国《商报》报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
家费伯迈尔表示，国际供应链无法快速更

换，几乎没有地方可以代替中国。
“随着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下降，股市

微幅上涨。”路透社12日称，11日新增的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创下近两周来最低，支持了
中国顶级医疗顾问有关疫情“可望在4月结
束”的预言，缓解了投资者对疫情造成的经
济影响的担忧。

“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空前
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是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一环。”
阮宗泽分析指出，中国春节假期延长、复工
时间推迟，使得许多国外企业生产产品所需
的零部件缺失，供应链出现中断，因此中国
返程复工的进程牵动着海外媒体和国外企业
的关注。

据法新社报道，波音公司副总裁穆尼尔
在罕见冷清的新加坡航展上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将影响航空业和整个经济。报道援引经
济学家比斯瓦斯的话称：“亚太航空业在过去
十年中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旅游和商务出行。”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世
界各国命运相连。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必然
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
战场，中国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同时也为控
制疫情在全球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社
会应该认识到，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恢复经
济生产，都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同舟共
济。”阮宗泽认为，国际社会应把更多的关
注放在疫情防控本身，对中国经济恢复正常
运转提供理解和支持。

据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安道
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亚历克斯·菲斯泰认为，
随着疫情感染速度逐渐放慢以及中国企业自
2 月 10 日起逐渐复产，中国的经济活动有望
在 1 个月内恢复。他预测：“一旦疫情得到控
制，中国的经济增速甚至可能高于平时。”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许多人
不得不待在家里，生活在海南的外籍人士也
不例外。在这段突然延长的假期里，他们在
日常琐碎中找乐子，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
他们尽己所能，与海南人一同并肩抗“疫”。
由于他们的参与，海南抗击疫情中有了一股
暖暖的国际温情。

“仔细打量这座城市”

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都多了很多宅在家
里的时间，这让大家有了更多和家人交流、
相处的机会，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来自南非、现在在海口教书的英语老师
劳拉说，在这段日子里，许多生活中的庸常
琐碎突然都变得有意义。比如，逛超市最近
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高光”时刻。新鲜食
材采购回家后，劳拉会下厨给自己做顿美食。

“现在我有更多时间好好煮饭做菜，这样
吃得干净健康。”她笑着说。

不少生活在海南的“歪果仁”和劳拉有
着同样的看法。同样来自南非的杰西卡和斯
特凡，在这段特殊时期发现了海口与往常不
同的另一面。

“最近，我们骑着‘小电驴’去超市时，
都会仔细打量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现在
我们可以在这座几乎从不沉睡的城市里倾听

‘震耳欲聋’的寂静之声。”杰西卡和斯特凡
用诗意又略显俏皮的文字记录下了疫情期间
他们的生活。

除了逛超市和吃，大家也在努力变着花
样打发时间。杰西卡和斯特凡自创的“海军
旗”策略游戏，至少得花两小时才能完成一
局，既轻松有趣，又消磨时间。

来自加拿大的电影导演查理，在这段时
间里专注于创作。“商店关门了，健身房也关
门了，我没有理由不在家好好钻研我的电影
项目了。创作时我需要大量咖啡因来保持清
醒，但因为星巴克也关门了，我开始学着自
己泡茶。”查理说。

创作之余，查理还会抽些时间来学习中

文。来自新西兰的乔希和来自美国的约翰·辛
斯基，也抓紧利用疫情期间的闲暇时光学中
文，尽量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充实。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在突然多出来的这段悠长假期里，劳拉
突破了自己的创作瓶颈。从新闻里得知，
有人将自己多余的口罩送给一个因没有口
罩无法乘坐公交车的老太太，她被这个故事
触动，写下英文诗 《请不要摘下口罩》，还
录制了朗诵视频短片。她希望能通过这首诗
让更多人知道，在抗击疫情的这段特殊时期
里，我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和关心他人。

对绝大部分普通市民来说，宅在家，尽
量不出门，就是最好的抗“疫”行动。但也
有人选择走出家门，帮助更多的人。

1 月底，海口市面上口罩供应吃紧，不
少市民跑了好几间药店都买不到。这时，在
海口开餐馆的韩裔美国人全大卫，在朋友的
帮助下，从韩国买来约6000枚口罩，免费发
放给海口市民。

“一开始我在中国也找不到货源，后来是
从韩国买到的，但在运输上又遇到了困难。按
规定，作为个人，我最多只能寄送 200 枚口罩
到海口。最后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了快递公
司帮忙，才把这批口罩顺利寄过来。”他说。

在发放口罩的同时，大卫还细心地打印
出正确的口罩佩戴方法，交给前来帮忙的志
愿者，让更多市民懂得如何佩戴口罩，做好
防护。

“我们想为控制疫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希望能早日战胜疾病。”他说。

外籍英语老师莎拉是帮大卫派发口罩的
志愿者之一。她说，她非常爱海南，尤其是
海南的人们，她之所以参加这次爱心活动，
就是希望每个生活在海南的人都能安全、健
康，平安渡过这次难关。

来自美国的岳玫瑰已经在海南工作生活
了14年，海南就像她的第二故乡。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尽快将疫情
进展以及政府采取的防疫手段告诉在海南的
外国朋友们。即便在泰国度假，岳玫瑰也会
每天关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动态，利用排队、候车等碎片时间，把信息
翻译成英文，为在海南的外国友人无偿提供
海南防疫的英文信息和资讯。每天她至少要
翻译 10 篇相关新闻，最多的一天翻译了 20
多篇。

“我们终将渡过难关”

“希望这段时间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平
安安，尤其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我对中国政
府和医疗工作者为防控疫情做出的努力充满
感激，希望一切能尽快恢复正常。”乔希说。

为做好面向在琼外籍人士的疫情防控宣
传工作，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南国际传播
网每天及时翻译海南疫情消息，内容涵盖全
国及海南最新疫情进展，权威防控措施及相
关政策，全省各市县定点医疗机构，以及航
空、列车、港口交通信息，并充分利用大数
据、融媒体等技术手段，为广大在琼外籍人
士做好疫情信息共享、防控指导和服务工作。

“我每天都会通过海南国际传播网了解海
南抗击疫情的最新情况。”在海南旅游官网做
英文编辑的美国友人谢敏说。

“作为在海口生活的外国人，我称赞海口
在提供干净卫生设施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来自加拿大的诺伯特·斯普林竖起了大拇指。

“抗击疫情期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
强烈的责任感和强大凝聚力，这是最值得骄
傲和称赞的地方。”回忆了自己大半个月来的
经历，劳拉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海南加油！”在海口生活了一年半的英
国人亚历克斯·惠顿表示，这段时间，他看到
身边每一个人都在齐心协力抗击疫情，这体
现了中国人强大的凝聚力。

“我们向在疫情中病故的人们表示哀悼，
我们会永远和中国站在一起，相信我们终将
渡过这个难关。”杰西卡和斯特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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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10日起，中国大部分省份开始逐步
复工复产，从全国各地返回工作岗位的返程人员
逐渐增多。与此同时，除湖北省外，中国其他地
区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病死率低。返程复
工，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员的流动和聚集，加大疫
情防控工作压力；但也是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
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转的必然举措。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中国返程复工期间如何进行防疫工作，吸
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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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外国人的战“疫”故事
周静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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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

为期 3天的第 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2月
16日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落下帷幕。会议
期间，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西方缺失”
以及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本届慕
安会于14日至16日在慕尼黑举行，吸引来
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等领域超过500名“高
级国际决策者”参会，包括数十名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

慕尼黑安全会议创始于1963年，前身是
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的“国际防
务大会”。如今，慕安会已发展成为国际战略
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是各国高
级防务问题官员及专家就国际重大安全问题
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

3.4吨

美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2月15日利用
“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天鹅座”货运飞船，
将约3.4吨科研设备和补给送往国际空间站。

“天鹅座”飞船预计18日抵达空间站。空间
站上的美国航天局宇航员安德鲁·摩根将操纵
机械臂“抓住”飞船。

此次送入空间站的科研设备包括一台新
型微型扫描电镜，可在空间站对微结构和纳
米结构进行实时成像和测量。还有一套科研
设备将用于研究可摧毁细菌的“噬菌体”病
毒在微重力环境和宇宙射线下的表现，旨在
开发新的抗菌方法。国际空间站官方推特显
示，运送的补给还包括新鲜水果和蔬菜。

“天鹅座”飞船计划5月离开空间站，带
走约3.7吨垃圾，随后再入大气层焚毁。

3个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2月16日
表示，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恢复正常需满足3个
条件：一是欧盟应放弃对俄敌视立场，采取
协作立场；二是北约应停止遏制俄的举措并
放弃将俄再次拖入冷战的企图；三是欧洲国
家应摆脱美国影响，在执行对俄政策方面体
现自主性。格鲁什科指出，构建世界和平离
不开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明
白，欧洲安全的实现离不开俄罗斯，在反对
俄罗斯政策基础上构建欧洲安全没有前景。

2014年以来，受乌克兰问题影响，欧盟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也采取反制措
施，双方关系交恶，很多领域合作中断。

31人

联合国驻也门人道事务协调员莉丝·格兰
德2月15日表示，也门北部焦夫省当天遭到
袭击，造成至少31名平民死亡、12人受伤，
死伤者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格兰德当天发表
声明，向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慰
问。她表示，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交战各
方有义务保护平民，但也门冲突爆发5年后交
战各方仍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她在声明中未
提及袭击由何人实施。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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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由新西兰华人发起的“爱无国界 团结抗疫”活动在新西兰首都惠灵
顿举行。新西兰本地民众与各国游客百余人参与活动，共同声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上图：一家人手持用英语和毛利语写着“抗击疫情！中国加油！”的牌子合影。
下图：一家4口手持字牌合影。 凃 毅摄 （新华社发）

爱无国界 团结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