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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需要一起抗击”

综合外媒报道，当前全球多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欧洲多国疫情告急。截至 3 月 15
日 ， 意 大 利 累 计 确 诊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24747 例，累计死亡 1809 例，死亡率超
过7%；西班牙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7753
例，单日新增2000例，成欧洲第二大疫
情国。14日晚，西班牙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 15 天的“封城”措施。截至 15 日，
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4838例。德
国自 3 月 16 日早 8 时起关闭与法国、瑞
士和奥地利的边境。早在本月10日，德
国证实疫情已扩散至全部16个联邦州。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 3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3244例。美国此前宣布，来自26
个欧洲国家的外国公民将面临进入美国
的限制，爱尔兰和英国在16日也被加入
该名单。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
急状态”。

疫情还在亚非多国蔓延。当地时间
3月15日，伊朗新增1209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确诊病例总数超过 1.3 万例。
当日新增 113 人死亡，创单日新增死亡
人数新高。截至15日零时，韩国新冠肺
炎累计确诊病例 8162例，其中 88%的病
例集中在大邱和庆北地区。韩国将大
邱、庆尚北道设定为“特别灾难区”。
据美联社 15 日报道，非洲 54 个国家中
已有25个存在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南非
总统拉马福萨15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
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近来，一个接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传来，将一个严峻现实摆在世界面前：
新冠肺炎已构成“全球性流行病”。截
至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141 个国家和地
区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15万余例确诊

病例，死亡人数超过5700人。
如何控制？除了各国积极采取紧急

行动之外，谭德塞多次呼吁加强国际合
作，指出团结协作、积极行动是人类战
胜新冠病毒的有效办法。

全球一盘棋、各国共进退。阻击疫
情需要全球合作，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
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发表
讲话，呼吁全球各国团结一致，向新冠
病毒宣战。

“疫情需要全球一起抗击”，德国
《每日镜报》 刊文称，任何试图通过各
自国家的措施来寻求解决办法的人，很
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没有前途。“疫情没
有国界。因此，答案必须是跨国界的”。

“当前，国际社会倡议各国加强团
结协作的呼声日益强烈，一方面反映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正给各国人
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峻威
胁；另一方面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
疫情面前，只有摒弃以邻为壑、自私冷
漠的狭隘观念，才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和全人类健康。”北京师范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磊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分析称。

“协作是共赢之举”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携31吨医疗物
资驰援意大利；中国向韩国提供 110 万
个口罩等抗疫物资援助；在中国专家建
议下，伊朗政府根据中国经验建立方舱
医院；中国与10个太平洋岛国通过视频
会议分享抗疫信息、交流防控经验……

近段时间，中国在积极防控国内疫
情的同时，主动向其他疫情形势严峻的
国家提供支援、分享经验，以实际行动
推进国际合作，助力全球“战疫”，赢
得广泛赞誉。

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在接受该国

电视台采访时表达了对中国的感谢：
“困难时期，我们彼此互助”。西班牙网
友听说中国为西班牙等疫情严重的欧洲
国家提供口罩与核酸检测盒后，纷纷在
社交媒体上发起“感谢中国”活动。

疫情暴发后，中国始终秉承合作姿
态，共享防控信息和做法，参与药物、疫
苗研发等国际合作，不仅为各国争取到
宝贵的“机会窗口”，也让国际社会看到
团结协作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意义。

美国 《国家利益》 双月刊网站刊文
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出了国际社会加强
合作的必要性。世界各国政府不应限制
国际贸易和海外旅行，而应加强疾病预
防和控制领域的合作。

目前，一些合作已经启动。美国哈
佛大学此前正式确认，正与钟南山院士
牵头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共同致力于寻求
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更好诊断和治疗方
案。中国的马云公益基金会向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澳大利亚一家感染与免疫研
究所分别提供了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
资金支持，用于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和疫
苗的研发。

“协作防控疫情的国际努力是真正
利人利己的共赢多赢之举。”王磊指
出，各国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充分合
作，共同防控疫情。“一是各国与世卫
组织和国际社会及时分享疫情信息，加
强协调合作，推动地区和全球的联防联
控；二是加强抗疫经验和疫情防控有效
措施的分享和交流；三是加强在药物、
疫苗、检测试剂等方面的科技合作；四
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向有需要的国家
和地区提供紧急帮助。”

“加强合作更具意义”

近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谭
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界卫生组

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世卫组织开展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特别是帮
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有效
应对疫情。

随着疫情蔓延多国，不少发展中国
家难躲病毒侵扰，并因医疗能力有限而
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关注并援助发展
中国家疫情防控的呼声日渐高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
银行日前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国际机构
和各国正在加强合作，关注疫情对卫生
系统薄弱的贫穷国家产生的影响。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
较为脆弱，在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疫情
防控知识传播、医疗救治水平等多方面
相对落后。此外，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多处于转型或改革的关键节点，
疫情暴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乱其发展
进程。”王磊指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伴随疫情扩散，国际组织及
发达国家应在资金、医疗物资、专业知
识和技术咨询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抗
击疫情提供更多帮助。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
格兰迪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
尔·巴切莱特撰文认为，无论是在空间
上，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没有哪个
国家能把新冠病毒的影响隔绝开来。确
保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诊断、治疗和预防
这种疾病的国际响应，对保障数十亿人
的健康至关重要。

于全球而言，疫情是一次挑战，也
是一道考题。持续发展的新冠肺炎疫情
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应如何为应对
疫情威胁而团结起来？在土耳其前经济
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凯末
尔·德尔维什看来，疫情可能引发两种不
同的政治走势，一是催生减少全球互通
性的举动，二是要求全球加强合作。如何
选择？“显而易见，第二种走势更具重要
意义。”

欧盟于 3月 9日宣布启动对非“全面战略”，该战略聚焦
安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数字转型、移民等议题。近年
来，欧洲国家频频出台涉非战略，加大对非援助。一些分析
认为，包含新议题的“全面战略”的出台意味着欧盟将以

“新姿态”出现在非洲大陆。

新的战略 新的议题

根据欧盟出台的官方文件，新的“全面战略”将重点促
进欧非在以下5个领域合作：实现能源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
转型、保持可持续发展和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维持和平和
治理稳定、移民流动问题。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博雷利表示，“我们参与并将继续参与非洲的发展，我们不
仅仅只向非洲投资，也希望成为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中的伙伴，这项战略也在致力于发展欧非伙伴关系。”

“非洲和欧洲的关系到了关键时刻，现在是将其带入一个
新水平的时候了。”埃塞俄比亚通讯社称，“欧非需要一个更
强大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当今的主要挑战，如推进绿色转型
和数字化转型。”

在此之前，非洲各国已签署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非盟 《2063年议程》 及 《巴黎协定》 等一系列与欧盟所
强调的新议题相关的协议。

延续传统 顺应现实

“基于历史原因，欧非在政治、经贸、人文之间保持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非洲对欧洲来说也是一个大市场，因此欧洲
历来重视非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欧盟对非“全面战略”的提出，反
映了当下欧非关系的新形势：“新战略强调的关键领域实际也
是当今欧盟内部的主攻方向。欧盟希望在推动其内部绿色转
型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可以提前进入非洲市场，为标准
和规则的制定争取主动权。”

分析认为，一个稳定的非洲大陆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

据美国之音报道，博雷利表示，“我们在非洲拥有地缘政治利
益。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安全取决于非洲的情况，我们可能比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受非洲的影响更大。”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前车之鉴，让欧盟认识到欧洲的
稳定发展离不开非洲的稳定。崔洪建分析称：“2017年德国推出
的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便体现了这一思路，该计划主张促进
非洲的可持续发展，解决非洲的就业问题，通过维持非洲的和
平与稳定来缓解欧洲面对的难民问题及非法移民问题。”

博雷利表示，欧盟有必要打击非法移民，而合法移民应
为欧洲和非洲带来双赢。

未来前景 仍需观察

分析认为，欧盟对非“全面战略”协议一旦落实，或将
形成欧盟和其他国家共同援助非洲的局面。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始终以开放的
态度看待国际对非合作，乐见非洲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欢迎
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各方在尊重非洲意愿的基础上关注
非洲、重视非洲、投入非洲，帮助非洲实现发展和振兴。”

“中国和欧盟在非洲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良性竞争。”崔
洪建分析称，“中欧双方在同非洲合作的共同目标上没有太大
差异。在数字化转型等领域，中国和欧盟可以实现优势互
补。此外，中欧双方能够在与非洲合作中管控分歧、实现良
性竞争，最终达到中、欧、非三方受益的局面。”

目前，欧洲对非“全面战略”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据
路透社报道，这份长达18页的计划并没有详细说明欧盟计划
向非洲国家投入多少资金。

专家认为，欧盟和非盟的内部分歧可能会影响该战略的
实施。“一方面，欧盟内部对于援非的态度不尽相同，德、
法、意等欧洲大国积极推动对非合作，而一些在非洲经济利
益不大的国家对于该计划的态度相对消极。”崔洪建分析称，

“另一方面，非盟内部对与欧洲合作的意见也仍未统一，一些
国家曾受欧洲殖民，对目前欧洲对非的做法也不太满意。”

据悉，欧盟—非盟峰会将于今年10月召开，届时欧非各
国将对“全面战略”进行详细讨论。

“无知和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
慢才是。”《三体》 中的这句话，放在
今天，振聋发聩。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说，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
称为大流行。世卫组织 15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到72469例。

疫情发生后，包括武汉人民在内
的 14 亿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用血肉
筑起一道防线，用生命摸索出一条抗
疫之路。因为中国，新冠病毒对于其
他国家而言不再是全然的“未知”；因
为中国，其他国家面对疫情不再是猝
不及防；因为中国，其他国家抗击疫
情不再看不到希望。

然而，就在全球本该携手共同战
“疫”的时期，却依然不断有刺耳的声
音响起。“武汉冠状病毒”“武汉肺
炎”“中国冠状病毒”这些带有明显偏
见的称呼仍在某些美国政客的口中频
繁出现。某些美国电视台主持人还在
添油加醋说着“中国威胁”。美国国务
卿彭佩奥等人甚至将美国未能及时应
对疫情“甩锅”给中国。

事实上，自疫情暴发至今，这些
人就一直对中国“泼脏水”，甚至发表歧
视性言论，其拙劣表演有违人类良知、
歪曲事实真相，其傲慢无知令人咋舌！

病毒无情，不会受到国家或种族
的限制。然而，在疫情暴发之初，某
些人就“选择性近视”，傲慢到忽略这
一显而易见的事实。

疫情在中国肆虐，某些视中国为
“眼中钉”的政客和媒体犹如闻到血腥
味的鲨鱼，一拥而上。有人环抱双
臂，对中国的防疫措施指指点点，理
由无非是他们惯用的所谓“民主”“人
权”。个别政客忍不住公开发表“中国
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言
论，一派“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之
态。美国所谓的权威媒体刊文妄称，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甚至还有
人挖空心思炮制出所谓的“中国道歉
论”“中国制造生物武器论”。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现就是对中
国的恶意攻击。这不是出于对人类健康的担心，而是遏制
中国的一种手段。

病毒无情，它正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世卫组织呼
吁，不采取控制措施，任由疫情蔓延，不应是任何政府的
选择，这不仅会对本国国民造成伤害，还会殃及其他国
家。然而，某些人依然保持着傲慢，不去忙着防控疫情，
反而忙着抹黑中国。

在这一轮抹黑中国的倒行中，口罩似乎成为一种象
征。戴口罩的亚裔在欧美国家遭到歧视甚至袭击，意大利
议员因为戴口罩开会遭遇嘲讽而怒摔麦克风，瑞士女议员
因为坚持戴口罩而被逐出联邦委员会会议……

如今，在与新冠病毒的近身肉搏中，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民众开始意识到，遏制病毒传播比最初想象的要困难许
多。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某些对中国指手画脚的国家，
开始采纳和借鉴“中国式抗疫”经验：意大利的“封城”
扩大到全国范围，西班牙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15 天的

“封城”措施，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英国医
学期刊 《柳叶刀》 警告说，现在真正的危险是，一些国家
在遏制疫情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太少、太晚。

疫情当前，别让中国人民用巨大代价为国际社会换来
的“机会窗口”白白浪费，别让傲慢与偏见阻碍了全球疫
情防控。

全球战“疫”，合则胜！
本报记者 严 瑜

随着多国拉响警报，新冠肺炎疫

情正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并呈蔓延态

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月

9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多个国

家出现，该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的

威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国际社会要求各国携手、合作抗

疫的呼声日渐强烈。如谭德塞所说：

“众所周知，全球协作是对抗疫情的

关建。”应对无国界的病毒，唯有展

开无国界的合作，方能抓住“机会窗

口”，扭转疫情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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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亮出对非“新姿态”
赵 昊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
多地暴发，各国纷纷采取措施
应对疫情。

上图：近日，在韩国首尔，
医护人员将一名患者从救护车
转送至医院。

李相浩摄 （新华社发）
左图：3 月 15 日，在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一名志愿者为公交
车站消毒。

维 里摄 （新华社发）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3 月 13
日，在拉脱维
亚首都里加，
中 国 同 中 东
欧 17 国举行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专 家
视频会议。
亚尼斯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