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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呈现持续向好态势，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世界卫生组
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
斯·艾尔沃德博士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终
将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在经历过这次磨
难后，中国将更加强大。中国为世界树立
了标准。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借鉴
中国的宝贵经验。

中国的这些宝贵经验非常重要。
增强医疗机构的应对能力。医疗服务

组织有序，为新冠肺炎症状患者提供有效
帮助，妥善安排患者的隔离空间，确保医
务人员和医疗机构有充足的防护用品和设
备，这都是战胜疫情的关键条件。

一定要与民众携手战“疫”。应该帮助
民众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让他们认识到
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是绝对有必要的。普

通民众不能忽视勤洗手、咳嗽时掩盖口鼻
等基本的预防措施。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
家都明白，当人们为潜在的疫情发生做好
知识和心理准备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得
更为理性。

医疗卫生系统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战“疫”的胜利将加深人
们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理解。要实现经济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要继续推动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主席说，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我
对此非常赞同，各国各方一定要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

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要行动起来。转
变思维方式，采取果断行动，广泛动员群
众，加强民众团结。中国的抗疫经验应有
助于各国及时做出正确决定，避免犯下突
发事件早期阶段容易发生的错误。

世界呼唤团结。世界上并非所有国家
都做好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很
多国家需要技术援助、医疗人员和设备

支持。他们可以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和
中国各省份之间的合作经验。在国家之
间组织有效的援助比在一个国家内组织
援助更加困难。但团结一致的基本原则
是相同的。最近，欧盟决定投入大量资
金，向需要医疗设备和人员支持的国家
提供援助。这是好事，应该让需要的国
家获得帮助。

要全球合作。当今世界有关多边主义
的讨论很多。显然，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多
边合作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一项重要的考

验。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联
合国正在制定其机构间、系统内的协调响
应机制，以便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突发事
件。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内所
有部门都必须参与进来。这不仅仅是“单
一的”公共卫生领域的考验，更是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多边主义和所有人更
美好未来的重要考验。

（作者达尼洛·图尔克为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斯洛文
尼亚前总统。翻译：杨清清、陈怡颖）

各国各方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聂传清、李婕）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19 日发布消
息，各地企业复工率和员工到
岗率稳步提升，已有 1 亿农民
工外出务工，占春节前返乡农
民工的80%。

在农民工返岗“点对点”
服务方面，目前组织专车 16
万车次、专列309列、包车厢
1292个、包机514架次，累计

“点对点”运送农民工超过
410万人。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开展
线上“春风行动”，开通远程招
聘、视频面试、网络直播等招聘
服务，提升供需对接效果。据
介绍，人社部还将启动百日千
万网络招聘行动。从3月20日
到 6 月 30 日，人社部门将联合
全国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
有关社会主体，利用一百天的
时间，集中推送上千万个岗位
信息，助推复工复产、稳定和扩
大就业。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石畅、彭训文、康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9 日发
布消息，18 日，中国内地首
次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湖北
以外省份，已连续7日无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湖北除武汉
外，连续 14 日无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最近7日，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数占新增确诊病例总
数的 84.55%，国际疫情快速
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增加。

3 月 18 日 0-24 时，31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 34 例，新增死亡病例 8 例

（湖北8例），新增疑似病例23
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19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 1032 人，重症病例减
少308例。

据湖北省卫健委 19 日通
报 ， 2020 年 3 月 18 日 0-24
时，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0例，无境外输入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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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晚应
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中国
必须迎难而上，勇敢应对，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关乎全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经过艰苦努力，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有把握赢得疫情防控战的最终胜利。中方愿同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各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
强国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
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刻，中俄相互支
持、守望相助，开展了密切合作，体现了新时代中俄关

系高水平。中俄合作基础牢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
以中俄科技创新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采取
的重要举措，相信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人民将继
续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团结奋进，不断取得新
成就。

普京表示，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

举措，不仅控制了国内疫情，也为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俄方高度赞赏中国的努力并为此感
到高兴。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
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中国的行动是对个别国家挑
衅和污名化中国的响亮回答。俄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就抗
击疫情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断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挡不住春暖花开。
进入 3 月，四川大凉山深处香

气浓郁。一片片脐橙树，绽放出似
雪白花。

某色尔布在园子里修剪着新枝，
看着长势喜人的果树，他心里早憋足
了劲儿：“今年，肯定脱贫！”

一场春雨过后，广西南宁市马山
县伏兴村的油茶基地里一派忙碌。

受疫情影响，贫困户覃娇珊外出
打工碰到了困难，但在家门口的油茶
基地，她找到了新工作。

大凉山、马山县……去年，这些
地名都曾出现在本报的报道中。在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在疫情犹在的春
日里，随我们再来探望一下乡亲们。

致富路，什么也挡不住

村里人曾说，他指定一辈子打光
棍。结果，今年3月11日，他的女儿
出生了。

村里人还曾说，他到老也干不成
什么事。结果，他成立了公司。疫情
之下，他的货照样卖到脱销。

他叫龙先兰，是湖南花垣县双龙
镇十八洞村村民。十八洞村是“精准
扶贫”首倡地。3月17日，记者电话
联系到龙先兰，他说最近挺忙的。一
头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一头忙着卖
蜂蜜。从说话的语调中，记者可以听
出，虽说两头忙，但是两头甜。

疫情暴发后，来十八洞村的游客
减少了，现场买土特产的人少了。线
下关闭一扇门，线上开了一扇窗。龙
先兰的微信开始响个不停。“之前加微
信的人，一下子冒出来了。”龙先兰说。

尤其是农历二月二 （2 月 24 日）
之后，订单量猛增。龙先兰说，“今
年估计能赚到 50 万块钱。”搁在以
前，50万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驻村扶贫干部说，“龙先兰是真
真正正被扶起来了。有了致富内生动
力，疫情压不倒他。”

龙先兰还是村里养蜂专业合作社
的带头人。这几天，他把更多精力放
在帮其他村民卖货上。“十八洞村致富
的路，没什么能挡得住！”龙先兰说。

1000 公里外，某色尔布也走上
了致富的路。

3 月 6 日，望着园子里郁郁葱葱
的脐橙树，某色尔布开心地发了一条
微信朋友圈：“又一春！”

某色尔布家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因
为路陡难行，阿土列尔村在网上被称
为“悬崖村”。

疫情防控期间，尔布按部就班地
打理着脐橙。“种脐橙需要的物资，可
以从网上买。村里的班车最近恢复
了，物资能更顺利地进村了。”尔布说。

脐橙是“悬崖村”的致富树。去
年底记者到“悬崖村”采访时发现，
果树已经成熟了，很多游客前来采
摘。没等尔布自己摘橙子，橙子就卖
光了，卖了2万多块钱。

阿土列尔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告
诉记者，去年，脐橙给全村带来近
10万元的收益。

尔布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信心。“其
他村民看我脐橙种得好，销路也不愁，
纷纷向我讨教种植技术呢。”尔布说。

致富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3
月12日，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数据显
示，全国今年选派的驻村工作队99%已

经到位，驻村帮扶干部97%已经到岗。

想致富，就得手脚勤快

最近，宁夏固原西吉县红耀乡小
庄 村 暖 意 融 融 。 白 天 温 度 10℃ 左
右，春耕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村民们
送肥、上肥、翻地……

村支书熊志忠掰着指头算日子：
春分之前，把全村两百亩小麦都种
上；春分之后种豌豆；种完了豌豆种
胡麻；等到了5月，就要种洋芋了。

说起洋芋，熊志忠手一摆，“额
（我） 们没受影响，一直往云南、四
川送洋芋呢。”

洋芋是村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协调组织
车队，保证了洋芋销售线路不断。记
者了解到，今年洋芋行情不错，从农
户手里收都要8毛钱一斤。好一点的
地，一亩毛收入能到七八千元。

在缺水的西吉县，有个很重要的
事，那就是春秋两季覆膜。熊志忠
说，“大伙都勤快着呢，抓紧时间覆
膜，这样才能留住地里的水分。这事
儿，月底前必须干完。”

2017 年，小庄村实现了整体脱
贫。“脱贫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今
年 全 用 上 了 ， 一 定 能 保 住 脱 贫 成
果。”熊志忠说。

这几天，沈姚付也老往地里跑，
忙着春耕备耕。

沈姚付是山西岢岚县人。2017
年，经过易地扶贫搬迁，沈姚付住进
了宋家沟村。宋家沟村是国家 3A 级
乡村旅游景区，夏季是旅游旺季，现
在正值淡季，可沈姚付也没闲着，在
忙他的11亩地。

3 月 17 日天一亮，沈姚付就下
地干活了。他把玉米茬从地里掏出
来，堆到地头，然后开始锄地……
沈姚付说，他能种出口粮，还能多
少卖点儿。

其实，沈姚付家赚钱主要靠卖凉
皮。一搬到宋家沟村，他就跟老伴儿
支起了小摊卖凉皮，第一年就赚了六
七千元。最近，沈姚付跟老伴合计，
今年多支个摊位，多摆几张桌子。

“忙完了春耕就要摆弄凉皮摊了，想
致富就得手脚勤快。”沈姚付说。

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全国各地种子、化肥、农药
等春耕农资供应充足。

题图：3月1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
安区大龙镇合力村中蜂养殖合作社工
作人员在查看蜜蜂生长和采蜜情况。

张国盛摄 （人民视觉）

编者按：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陡然而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脱贫攻坚带来了新挑战！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
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

这是“军令状”，更是催人奋进的战鼓。

去年，本报曾派出记者分赴全国 9个有代表性
的贫困村寨采访，见证了一幕幕脱贫传奇。日前，
本报记者回访了这些村寨。发现，尽管疫情尚未远
去，然而，各地早伴着春风积极行动起来：政策保
障，资金支持，调整结构，拓展产业……人人摩拳
擦掌，处处蹄疾步稳。

不经意间时令已过仲春。一年之计在于春，只要
春风中播下饱满的种子，何愁秋日里不果实丰盈？

人人摩拳擦掌人人摩拳擦掌 处处蹄疾步稳处处蹄疾步稳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咱不留退路咱不留退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旭涛潘旭涛 叶晓楠叶晓楠 刘少华刘少华 李贞李贞 叶子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