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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传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3 月 29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疫情已经影响全球
202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病例超
63万例。

在此紧要关头，刚刚经历“大考”
的中国挺身而出，对外抗疫援助持续
发力。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复信中
表示，中方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
续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有一种温暖
叫“中国驰援”

当地时间3月26日上午，意大利
伦巴第大区贝加莫一家医院内，中国
第二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组
长裘云庆、领队陈正方一行 6人风尘
仆仆，将400个KN95口罩、7500个医
用外科口罩、200 件医用隔离衣等一
批捐赠物资搬下汽车，交到意方手
中。“谢谢！谢谢！”停车场内，参与交
接的意大利医生用中文连声道谢。

这是专家组第二次来到意大利
疫情最为严重的贝加莫。一周前，抵
意次日，他们顾不上调整时差，一早
便走访当地医院，与意大利同行分享
新冠肺炎的预防、诊断与治疗经验，
还深入隔离病区，提出有针对性的防
护与救治建议。

“希望我们带来的物资和经验能
为意大利朋友提供帮助！”专家组组
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
务副院长裘云庆告诉本报记者，接到
援意任务时，他已在国内抗疫一线奋
战近两个月，几乎一日未休；专家组
领队、浙江省卫健委合作交流处处长
陈正方，当时还在外地指导企业防疫
工作；其他队员也大多刚下“疫”线，
没来得及喘口气。然而，一声号令，他
们再次披甲出征。

全球疫情升级，揪动人心；中国
感同身受，千里驰援。2月下旬，多国

暴发疫情之时，正值国内战“疫”胶着
之际，中国主动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时至今日，在全球
疫情大流行的艰难关头，中国继续贡
献着源源不断的力量与智慧。

“中国邮包”火速派发——
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隔离眼

罩、诊疗设备……一个多月来，不计
其数的“中国牌”邮包发往世界各地。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分 4批组织实
施对 89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的抗
疫援助。“这是大国风范！”“中国的慷
慨帮助无法用金钱衡量！”社交媒体
上，各国民众的赞扬异口同声。

“中国精锐”陆续出征——
自 2 月 底 起 ， 来 自 上 海 、 广

东、四川、浙江、福建、广西、新
疆等地的多支医疗专家组先后启
程，带着大量医疗物资以及疫情防
控、临床诊治的一手经验，奔赴伊
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

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他们是刚从
国内“疫”线荣归的“王牌军”，更是外
媒眼中执甲再战的“逆行英雄”。

“中国经验”倾囊相授——
提供多语种的防控和诊疗方案，

举行疫情防控经验的国际分享交流
大会，与 110多个国家及多个国际组
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中国抗疫
经验已分享至 180 多个国家及 10 多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本土版“方舱医
院”在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相
继开建，中西医结合疗法等创新手段
受到世卫组织及多国推崇。

“中国制造”马力全开——
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多家医

疗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运转，一
刻不停。全球防护用品、医疗设备需
求骤增，海外订单纷至沓来。为了尽
可能多地向各国提供口罩、检测试剂
盒、呼吸机等抗疫“利器”，中国企业
争分夺秒、不舍昼夜。加拿大《环球邮
报》感叹，中国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
生产全球所需医疗用品。

有一种担当
叫“命运与共”

“今天我们将满载中国捐赠给非
洲的医疗物资飞往埃塞俄比亚。谢谢
中国！”

“一路平安！中非友谊万岁！”
近日，埃塞俄比亚航空 ET3751

航班机组与广州塔台的一段对话“刷
屏”网络，催泪无数。

540 万只口罩、108 万套试剂盒、
4万套防护服、6万个防护面罩，这架
货运包机载着中国支援非洲 54国的
抗疫物资，飞往非洲大陆。面对这份
来自中国的“硬核支援”，卢旺达总统
卡加梅激动地说：“这是对我们莫大
的支持，对我们阻止疫情扩散犹如雪

中送炭。”
连日来，类似镜头在全球各地循

环闪现。一批批“中国援助”第一时间
送达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一
声声“感谢中国”如潮水般从世界各
大洲涌向东方。

施之援手，因为中国坚守“投我
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民族情操。我
们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伊朗第一时间给予声援并慷慨捐
赠医疗用品，俄罗斯飞机载着人道主
义救援物资飞抵武汉，巴基斯坦捐出
全国医院库存口罩，蒙古国送来 3万
只羊，缅甸捐赠 200 吨大米，斯里兰
卡赠送多批锡兰红茶，还有许多非洲
兄弟倾情表达心意……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际社
会提供的政治支持，79个国家和 10
个国际组织提供的抗疫物资援助，
中国人民铭记在心，懂得感恩，更
懂得回报。

尽力相助，因为中国坚信“烈火
炼真金，患难见真情”的交友之
道。在中国寄往各国的援助物资包
装上，贴有许多暖心寄语——“云
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是晚明文
学家李日华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的赠诗，也是中国人民鼓励意大利
友人战胜疫情的真挚祝福；日本民
众曾经遥寄“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之谊，而今中国人民愿与近邻

“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团结就是
力量”，这句印在比利时国徽上的格
言，同样是中国援助比利时及其他
国家抗击疫情的重要信条……

语言相异，情意相通。中国人
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经得住疫情
考验，并将因患难与共的淬炼而更
加坚实。

义不容辞，更因中国坚持休戚与
共、命运相连的责任担当。2013 年春

天，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命
运共同体理念，高屋建瓴的“中国倡
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2020 年
春天，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一公
共卫生安全挑战。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主席多次与外国政要及国际
组织负责人会谈会见、通信通电，发出
同舟共济、携手抗疫的“中国声音”。

有一种情谊
叫“共盼春来”

日本爱知县丰川市市长竹本幸
夫或许不会想到，他在记者会上一句

“实在没有口罩”的无奈之言，竟在短
短 2 天之内就获得来自中国友城的
给力应援。

3月23日下午，获悉丰川市发生
疫情、口罩库存不足，江苏无锡高新
区（新吴区）立即筹措5万只口罩，于
次日分批发往日本。“一衣带水，源远
流长；隔海相望，樱花满开；众志成
城，战疫必胜。”纸箱上的行行寄语记
述着两座城市的彼此牵挂。

2 月上旬，丰川市曾向无锡高新
区（新吴区）捐赠 4500只口罩及防护
服等防疫物资。

11 年前，正是在春樱缤纷的 4
月，两地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11 年
后，又是一年春暖花开，这份隔海相
望的情谊愈加醇郁。

城与城，互帮互助；心与心，越走
越近。全球战“疫”打响以来，在政府
间援助之外，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企
业、民间机构和个人纷纷参与到对外
援助中来。跨越国界的爱心行动几乎
每天都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发生。

上海、广东、湖南、重庆、河南、
四川等多个省市接连驰援多座国际
友城，寄去大批防疫物资；小米、华为
等企业陆续伸出援手，帮助意大利、
日本等国应对凶猛疫情……一场对
外援助的“全民总动员”在中国自
发而起，中国人民的乐助与大爱温
暖世界。

海外中华儿女也在行动。此前，
海外华侨华人心怀赤子深情，全力支
援祖（籍）国抗击疫情。如今，他们同
样忧心如焚，尽己所能帮助“第二故
乡”渡过难关。在西班牙，华侨华人将
口罩、手套、消毒液分发给左邻右舍、
执勤警察，甚至街头的清洁工人；在
美国，各地侨团不约而同组织捐赠，
为当地医院、老年中心等公共服务机
构送去成箱防疫物资；在澳大利亚，
多名侨领发起成立慈善协会，并准备
包机，协助运送救援物资……

一行用拼音写成的留言“谢谢”，
一句“中国人，真朋友”的含泪感叹，
一曲回荡在米兰、罗马等地居民楼间
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外国民众的肺
腑心声，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浓浓
大爱在世界激荡起的最美回响。

国土有界，大爱无疆。这个春
天，“中国温暖”消融寒意，为同住

“地球村”的人们送去希望之光；
“中国担当”尽显风范，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写下精彩注脚。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
者王政）“截至 3 月 28 日，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
到 98.6%，人员平均复岗率达到
89.9%。中小企业复工率已经达
到 76%，3 月份以来日均升幅在
1 个百分点以上。”在 30 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
国斌说，总体看，全国工业基本
面初步实现了稳定。

3 月 28 日，全国规上工业
企业 98.6%和 89.9%的平均开工
率和复岗率，比 2 月 23 日分别
提升 15.5 个和 38 个百分点，比
3 月 1 日提高 3.6 个和 22 个百分
点 。 广 东 、 江 苏 、 浙 江 、 山
东、福建等工业大省已基本全
部开工。

（详细报道见第三版）

国土有界 大爱无疆

这个春天，全球荡漾着“中国温暖”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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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是意大利维罗纳市的友好城市，一辆公交车内外写着“意
大利加油！”等标语。 龙 巍摄 （新华社发）

在日华侨华人发起的志愿者团体“口罩熊猫行动小组”在日本东京池袋站前向当地民众免费发放口罩。
图为一名小志愿者 （左） 向当地小朋友发放儿童用口罩。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3月
26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最需
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
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
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经
济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正践
行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始终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的总要求，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
开透明，打赢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
争。与此同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近百
个国家提供援助，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国
际社会抗疫努力。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

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窗口”。在这次 G20 特别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 《携手抗疫 共
克时艰》 的重要讲话，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结合中国抗击疫情实践经验，就
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发挥了重要引领作
用，有力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
作为。

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国际社会的
合作与协调。病毒无国界，重大传染性疾
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面对凶猛疫情，中国
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一如既往及时发
布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和国际
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为极大促进应
对疫情国际合作，在这次 G20 特别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务实的“中国倡
议”：在疫情防控方面，尽早召开二十国集
团卫生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
物、疫苗研发、防疫合作。建议二十国集
团依托世界卫生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
享，推广全面系统有效的防控指南。探讨
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议适时
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在抗

疫援助合作方面，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
助倡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信
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在稳定世
界经济金融方面，倡议制定二十国集团行
动计划，并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
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

全世界人民的团结是应对公共卫生危
机挑战的最有力武器。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正在世界范围快速蔓延，不仅严重危害
世界公共卫生安全，还对全球经济、金
融、政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面对这一全
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
独善其身，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

球阻击战，国际社会应加紧行动起来。要
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能力。要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
网络。要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
织发挥作用，制定科学合理防控措施，尽
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强国际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减免关税、取
消壁垒、畅通贸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
究员）

世界人民的团结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有力武器
■ 郭迎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