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晚应约同西班
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来新冠肺炎
疫 情 在 西 班 牙 呈 加 剧 蔓 延 之
势，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西班牙政府和人民表示
诚挚慰问。

习近平强调，经过举国上下
艰苦努力，中方防控措施取得
积 极 成 效 ， 已 经 走 出 最 困 难 、
最艰巨的阶段。现在疫情在多
国多点暴发，中方愿同各国开
展国际合作，并提供力所能及
的援助。希望国际社会携手努
力化危为机，以开放合作的实
际行动抵御疫情冲击，共同维
护国际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西班
牙政府采取的抗击疫情举措，理
解西班牙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愿应西班牙之所急，尽力提供支
持和帮助，分享防控和治疗经
验，为中西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以
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疫情过后，双方应加紧推进广泛
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继续扩大
进口西班牙优质特色产品。“阳光
总在风雨后”，我相信，经历共同
抗击疫情的考验，中西友好将更
加牢固，两国关系将迎来更加美
好的未来。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和中国一
向相互支持，守望相助，这在共同
抗击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前西
班牙疫情形势严峻，中方及时向西
班牙提供急需医疗物资，充分体现
了对西班牙人民的友好情谊，西班
牙人民对此深表感谢。西政府将尽
力保护好旅居西班牙中国公民的健
康安全。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
同挑战，各国应合力应对。西班牙
赞赏中方秉持开放态度促进国际合
作，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
作。相信疫情过后，两国关系将进
一步发展。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健
康平安！

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记者杨依军）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会谈。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在为夺
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疫情发
生之初，总统先生第一时间向我致函慰问，这次又专程
访华，表达对中方的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社会各
界倾己所有，向中方捐赠防疫物资，中方对此深表感
谢。事实再次证明，中巴两国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
甘共苦的好兄弟。中巴特殊友谊是历史的选择，深深扎
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正在全球多点暴发。各国应
该同舟共济、携手抗疫。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
防控、诊疗经验。中方愿为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
延作出更多贡献，将继续向巴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强调，巩固好、发展好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乐见巴基斯坦
团结、稳定、繁荣、强大。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
将始终同巴基斯坦坚定站在一起，致力于深化中巴“铁杆”
情谊，使中巴关系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巴基斯坦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双方要保持领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传统，积
极推动重点领域和项目合作，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沟通配合，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安全。
中方愿继续为巴方治理蝗灾提供支持。

阿尔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
疫情取得重大积极成效，我代表巴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
祝贺！灾害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展现出卓越领
导力、强大动员力，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不畏牺牲。中
方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相信疫情过
后，中国将更加强大。个别势力企图利用疫情“污名
化”和孤立中国的做法不得人心，不会得逞。巴中是患
难与共的“铁杆”兄弟，两国人民情谊深厚，历久弥
坚。越是在困难时刻，就越显示出巴中友谊和团结。巴

方感谢中方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愿坚定同中国站在一
起，共克时艰。巴方将一如既往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
问题上支持中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交往，深化合作，
建设好巴中经济走廊。巴方将继续推进同中方反恐合
作，在国际上共同维护公平正义。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关于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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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会谈

习近平：各国应同舟共济携手抗疫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
起驼铃声……”3月17日上午，经典送别歌曲《驼
铃》一直回响在武汉天河机场候机楼广场！

穿着红背心的青年志愿者和勤务人员，正
从一辆辆大巴车上卸下一件件行李。车上挂着
醒目红色条幅：热烈欢送白衣天使胜利凯旋。

首批49支医疗队共计3787人 （其中中医队
伍9支，325人） 今天将踏上返程。武汉为每支
返程医疗队举行了简短欢送仪式。

就要惜别曾经洒过汗水、流过泪水的武汉
了，每个白衣战士眼里写满了留恋、不舍！大
家围着国旗留下合影。这一切，3 月的武汉作
证！林荫道上怒放的樱花作证！

“感谢天使，向您致敬！”“武汉人民永远铭
记您！”机场入口，青年志愿者排成整齐两列，
每当一支医疗队启程，志愿者都会挥舞国旗，
喊出他们的心声。

记者看到，当医务人员挥手走入候机楼
时，无论警察、志愿者，还是机场勤务人员，
都会停下工作，激动地向医疗队员挥手道一声

“再见”。送者、被送者，人人眼里都含着泪。
“真的很感动。”“90 后”天津援鄂医疗队

护士王莹说，她在武汉已经工作了 50 多天，
“这段战地情谊会终身难忘。”当记者问及姓
名时 ， 王 莹 抬 起 脸 ， 自 豪 地 指 了 指 口 罩 上
的字——“最美‘90 后’”。她说，这是临行

前，自己写的。
“结缘汉阳树，昂首笑春风；情留鹦鹉洲，挥

手道珍重。”汉阳区工作人员拉起了这样一条红色
条幅。在这条条幅前，他们和在汉阳体校方舱医
院工作的宁夏援鄂医疗队留下了一张张珍贵合
影，还给即将离别的亲人每人送了一朵康乃馨。

除了鲜花，很多医疗队都收到特殊礼物。
甘肃援鄂医疗队女队员怀抱一只大大的狮子
玩偶，这是入驻酒店送给她们的返程礼物；
四川援鄂医疗队每人收到一面红色锦旗，上
面写着：“同袍同泽，共克时艰，携手抗疫，
医路有你”……

志愿者小刘和小伙伴们站了整整一个上
午，感谢话语不知喊了多少遍。她说：“这些医
务人员能在武汉最艰难的时候逆行过来，真的
非常感激。”

亲人们就要过安检了，握手再见，可走
的人、送的人都不愿丢手……

终于要分手了，人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武
汉加油！中国必胜！”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祛病救危祛病救危，，严寒中逆风而行严寒中逆风而行
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花开时含笑荣归花开时含笑荣归

““武汉人民永远铭记您武汉人民永远铭记您！”！”
——写在首批写在首批4949支援鄂医疗队凯旋支援鄂医疗队凯旋

本报记者 张远晴

3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会谈。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3月17日，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挥手告别。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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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海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平安归来。 王 凯摄 （人民视觉）

你们每一个人的样子，我们都会记住！
■ 张一琪

2020年3月17日，在驰援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数十天之后，49支国家医
疗队的3787名医务工作者成为第一批凯
旋的人。动身时刻，熹微之中，他们也
满含热泪，但这样的撤离几无悲伤，而
是满怀希望。因为，战“疫”胜利的曙
光已经到来。

我们会记住你们每一个人勇敢的样
子。武汉危急，八方支援。一声令下，迅
速出发。从 1 月 24 日除夕开始，全国各
地共有346支医疗队4.26万人援助武汉、
湖北。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吃上一
口团圆饭，就匆匆赶往机场、车站。有的
人瞒着家人，悄悄报名支援前线。有的
人的孩子才刚刚几个月大。有的人也有
家人病重在医院。“我不是不害怕，但是
作为医生，这就是使命。”是使命让你们
勇敢，是责任让你们逆行。

我们会记住你们每一个人专注的样

子。治愈人数越来越多，新增确诊病例
越来越少，重症、危重症病例越来越少，
这都来自于你们的专注、专业和勤奋、
辛苦。你们每天都要“封”在防护服里
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敢吃，不敢
喝，甚至不敢上厕所。你们随时关注那
些重症、危重症患者，一旦紧急，就立
即采取措施，上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
机、ECMO……谁都知道，气管插管，最
容易感染，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反
而组成了一支“插管敢死队”。因为你们
知道，每抢救回来一个病人，就给一个家
庭多一份希望。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白
衣天使佑苍生。

我们会记住你们每一个人博爱的样
子。你们要救治生命，也要安抚生命。在
共同战“疫”的日子里，你们在ICU里为患
者鼓励打气，在方舱医院里与患者歌唱共
舞，患者出院时又相拥而泣，相约来年武

汉赏樱。你们把患者当家人，患者出院成
为你们最大的快乐。“那些说星星很亮的
人，是因为没有看过医护人员的眼睛。”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
雄的人民！这又是因为，武汉曾有你们
这些逆行的英雄。你们与武汉同甘共
苦。在这里，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拯救别
人的生命。

依然还有近 300 支医疗队奋战在武
汉、湖北抗疫一线，他们用同样的勇敢、
专注、博爱去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病患。

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