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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
全体“90 后”党员回信中指出，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
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
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
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勇挑重任，敢于担当。在此次战“疫”一线，
出现了许多“90后”“00后”的身影，在4.2万多
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就有 1.2万多名是

“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95后”甚至“00
后”。他们是一线的医生或护士，青年志愿者或
社区工作者，快递员或代购员……在这场“大
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守护着自己的战

场。面对疫情带来的危害，他们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主动请战，投身一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勇挑重担，辛勤付出，彰显了当代中
国青年的主动担当和良好精神面貌。

勇于向前，乐于奉献。年轻代表着希
望，年轻代表着力量，年轻代表着未来，昨
日在父母眼中略显稚嫩的孩子，今日已成国
家之栋梁。在武汉战“疫”一线，以“90

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无私奉
献。面对险情，他们褪去了稚嫩，果敢坚
强；他们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有的甚至献
出了宝贵生命。抗疫一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
验人，广大青年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用行动
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
大任的！

朝气蓬勃，奋发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国家的前途，民
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
和必将承担的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既有顺境，又有逆境，面对疫情

“大考”，我国青年一代展现了青春的蓬勃力
量，交出了合格答卷，他们是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重要力量，是战

“疫”一线一道最青春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当代中国青年定能不
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赞誉和嘱托，不负青
春，不负韶华，为保护人民健康而战，为维
护祖国荣誉而战，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炫丽之花，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青春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助理研究员）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
■ 刘 洋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
来信收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

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
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
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
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
的，是堪当大任的！我向你们、向奋斗在疫情
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
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
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
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

2020年3月15日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月 15 日给北京大学援鄂
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
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
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
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
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

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
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
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回信全
文另发）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以“90 后”为代表的青
年一代挺身而出、担当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青年的精神风貌。在 4.2 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中，就有 1.2 万多名是“90 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

“95 后”甚至“00 后”。近日，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
34 名“90 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抗疫
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的决心。

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

习近平：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习
近
平
的
回
信

北京时间 3月 13日清晨 5时 31分，经过
十多个小时飞行，中国医疗队携带着31吨物
资抵达意大利罗马。

此前 5 天，意大利宣布对整个伦巴第大
区和其他四个大区的14个省实施封闭，以应
对愈演愈烈的疫情。

中国医疗队的到来，赢得一片赞誉。有
外国网友写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中
国。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抗击新冠肺炎，
他们在帮助伊朗、意大利……击败病毒最重
要的就是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说到做到，中国有力量

“中方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1月
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掷地有声地表明了中国与
国际社会共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

泱泱大国，说到做到。
“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纪录短的时

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
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中方采取的
措施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
人民，我们对此表示诚挚感谢。”谭德塞说。

2 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考察武汉、广
州等地，点赞中国抗疫经验。考察组外方组
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在多个场合讲述中国抗
疫经验，赞扬中国采取的举措。

多家外媒也纷纷撰文表示中国经验对世
界各国抗疫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认为中国
采取的措施为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时间。许
多国家开始借鉴中国经验。

意大利是继中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对
疫情严重地区采取人员流动管控措施的国家。

伊朗从 3 月 2 日起，在全国各地派出 30
万个医疗小组上门逐户排查疫情。同时将中
国诊疗方案翻译为波斯语向公众发布。

西班牙宣布从 3月 14日开始全国进入警
戒状态。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停课。游行集
会和节日庆典等各类大型活动一律取消。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
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不仅是抗疫经验，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事实上，中国早已开始了“全球战疫”
行动——

2月25日、26日，25000只口罩、5000份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物资由中国驻伊朗
大使馆紧急捐助给伊朗卫生部。2月29日，由
上海专家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
一行5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官方通讯
社在报道中将他们称为“最美逆行者”。

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遣志愿专
家团队一行 7 人，携带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
疗用品和设备、中成药等人道救援物资，从
广州飞赴伊拉克巴格达。

3月9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疗队
紧急驰援巴基斯坦。

不仅中国政府，中国的民间力量也在驰
援世界各地。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宣布向日本捐赠 100 万只口罩；小
米集团向意大利捐赠数万只口罩；苏宁国际
集团也紧急向意大利捐赠首批急需物资口罩

30万只……
“青山一道，风雨共担。”
“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

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这些印在援外物资上的话语，展示着中

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的情怀。

为侨纾困，祖国很温暖

疫情全世界蔓延，身处海外的中国侨胞
也难免受到波及。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
服务工作一直在正常开展。与此同时，各地
侨务部门开足马力，利用微信等 APP，通过
侨团组织建立起“网格化”的沟通渠道，及
时为侨胞纾困解忧。浙江省丽水市在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动 100 余个海外侨
团，建立海外网格 100 多个。福建省厦门市
发动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同疫
情严重的6个国家的14家重点闽籍或厦籍侨
团建立海外疫情社团联络员制度。

“最近我们每天都要和青田、丽水涉侨
部门开视频会议，反映在意大利华侨需求，
寻求家乡亲人们的指导和帮助。”意大利青
田同乡总会会长徐小林告诉记者。

浙江、福建、广东等侨务大省和有关市
县，向在外的同胞发出了公开信，呼吁：增强
防控意识、做好自身防护、减少不必要出门
……务实的建议让海外同胞备感温暖。

“我们华侨的安危，牵动着家乡人民的
心。”远在罗马的温州籍华侨夏晓峰由衷地
表示。

一批批防护物资也正送往侨胞手中。希
腊华侨华人总商会和北京温州商会共同发起
了万里驰援行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募集、
购买、办理通关、运输，12万个口罩和其他
物资陆续到达雅典。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向罗

马的意大利华侨华人捐赠 1 万份预防性中药
颗粒剂。“接下来我们会把物资分发给每一
个有需要的中国人，一部分也会捐赠给希腊
政府。携手同行，守望相助！”希腊华侨华人
总商会会长徐伟春很感动。

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发生了。
“难道感染了新冠肺炎？”泰国南部华侨

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大江前一段时间咳嗽、
乏力、嗓子发炎。他通过泰国合艾华助中心
联合泰国明联慈善总会搭建的远程义诊平
台，联系到了远在武汉的王平文医生，经过
专业判断，只是虚惊一场。王医生是浙江康
静医院援鄂“温暖者”医疗队队长，他在武
汉鏖战疫情的同时，每天抽出时间志愿为海
外侨胞提供咨询服务。

“除了做各种服务之外，政府还广泛收
集海外侨胞的各种诉求，设法帮助解决。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
给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意大利青田总
商会荣誉会长周勇告诉记者。

严防输入，各地不松懈

疫情没有国界。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
显示，自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
情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的入境人员日均
12万人次。

严防疫情输入，各地丝毫不松懈。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T3航站楼

划设专区，全部国际和港澳台的航班均停靠
在处置专区。从 3 月 16 日零时起，所有境外
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
的隔离观察。有特殊情况的，经严格评估，可
进行居家观察。

——在上海，所有中外人员，凡是在进
入上海之日前 14 天内，有过韩国、意大利、
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等
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实施14天居家或

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在福建泉州，入境关口安排专人与

回国侨胞对接。体温正常人员，侨胞居住地
政府安排专车将其接回，送至医学观察点隔
离观察14天；体温异常人员，送至定点医院
接受进一步检测。

这段时间，浙江省丽水市 （青田县） 驻
温州机场服务组组长包常星，每天要从上午9
时忙碌到凌晨2时，几乎“住”在了机场。他还
要“忙里偷闲”，随时为3个微信群共千余名海
内外侨胞“答疑解惑”。包常星坦言，服务组
工作确实比较累，但“只要侨胞们都平安健
康，再苦再累都值了！”

“大家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而且
还主动表示理解我们的工作！”一直驻守在机
场的吉林省延吉市卫健局副局长石红林说。

防控的严格和服务的温馨，给回国后接
受医学观察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福建福州，归国侨胞抵达机场后，会有
专人发放防护物资“爱心包”，同时安排专车接
送；以侨联为单位建微信群，将入境侨胞及其
家属加入群，侨联干部每天交流、谈心。

在吉林延吉，刚从韩国回来的老金，正在
隔离点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他没想到，医护
人员早在登记的时候就注意到他即将迎来45
岁生日。医护人员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给特别的你，过特别的生日。祝你生
日快乐！”念着贺卡上的暖心话，老金脸上
写满了笑。

压题图：3 月 14 日，中国医疗专家在罗
马大学附属医院就疫情防控及诊疗与当地同
行交流。

中国援助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供图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6日晚应约同意大利总理
孔特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这段时间，中国和意
大利都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
验。经过数月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
形势发生积极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果，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我们
将慎终如始，力争尽早全面彻底战胜疫
情，为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信心。

习近平指出，意大利政府为应对
疫情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防控举措，
中方予以坚定支持，对意方战胜疫情
充满信心。我们将急意方之所急，向
意方增派医疗专家组，并尽力提供医
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中方愿同意方
一道，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打造

“健康丝绸之路”作出贡献。相信通
过此次携手抗击疫情，两国传统友谊
和互信将进一步加深，中意全方位合
作将迎来更广阔前景。

孔特表示，中国政府采取坚决举
措，有效控制住疫情，这对意大利等国
是巨大鼓舞，也提供了借鉴，意方表示
祝贺。感谢中方在意方处在艰难时刻
给予的宝贵支持和援助，这再次印证了
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我代表意大利政
府和人民向中方表示衷心感谢。相信
疫情过后，意中关系必将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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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一道青山一道 风雨共担风雨共担

全球战全球战““疫疫”，”，且看咱的中国且看咱的中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一张一琪琪 姜忠奇姜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