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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就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进行调研。这是一次关键时期的关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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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演
化为一场全人类的共同危机。对中国来说，尽
管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境内本轮疫情
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但依然面临大幅增加的境
外疫情输入风险。

新形势下，中国何为？习近平的浙江之
行，释放出强烈的积极信号。

其一，中国并未因全球性挑战而在既定战
略目标上选择后退。2020 年对中国来说异常
关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都将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事件。虽然疫情一度迫使中国按下“暂停
键”，但是随着国内防疫态势好转，中国经济社
会正在迅速恢复正常。习近平在浙江强调奋力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再次表达了

中国对2020年的信心。
其二，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作出及时调整

并明确了新的重点。国家卫健委每天更新的数
据显示，中国近期新增确诊病例中，绝大多数
来自境外输入。因应形势变化，3 月 27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上来”。这一次，习近平进一步明确，
要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当前乃至较长一
段时间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增强防控措施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的坚固防线，不能出现任何漏洞。他还要求加
大对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工作力度。

其三，中国在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开

始更加强调创新求变。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
到全球疫情严重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
是产业链恢复带来新的挑战。对此，习近平
深刻阐述了中国人看待危机的辩证法。他提
醒人们从眼前的危机中捕捉和创造机遇，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可以预
见，中国将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对数字经济、生命健
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
布局。今年前 3 个月，中国生产的 5G 手机
出货量超过 1300 万部，这种新技术产品的
逆势上扬，意味着中国寻求发展新动能的努
力正在收到回报。

其四，中国将坚定地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
共同迎战全球疫情。在宁波舟山港，习近平对港
口员工说：“疫情之下，任何一个经济体、一个国
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即便国内打赢了，国际疫情
形势也可能影响我们，所以要积极参与到国际
疫情防控合作中去，未雨绸缪，做好防范应对的
预案。”他3月26日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时也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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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政府已向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物资援助，中国企业也向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

浙江曾经是习近平长期主政的地方。在这
里，他以“八八战略”使浙江成为名列前茅的经
济大省，今天浙江正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
这里，他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改
变了乡村面貌，今天“绿色”已经成为中国的新
发展理念之一；在这里，他曾用“哲欣”的笔名
写下“之江新语”，今天更多全新的谋篇布局正
在中国大地上变成实践……在全球面临疫情
挑战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来到浙江考察，也向
世界传递了中国信心——

中国将从思考历史中汲取灵感、从直面挑
战中寻求突破、从谋划未来中增强动力，不但
自己要走得更远、更稳，也会帮助世界走出疫
情的阴霾，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印尼总统通话

关 键 时 期 的 关 键 考 察
■ 杨 凯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同比利
时国王菲利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欧
洲和比利时面临严峻挑战，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比利时王室、政府和比利时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
支持。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比利时各界以不同
方式向中方表达慰问和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守望相助
的深厚友谊。中方愿急比方之所急，尽力帮助比方解决
当前防疫物资紧缺困难，同比方分享疫情防控有益经
验，共同推动疫苗和药物研发等领域合作。相信在比利
时王室和政府领导下，比利时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希望比方高度重视并做好在比利时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
生的安全保障工作。

习近平强调，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
之。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加强国际合
作。前不久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上，我就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和稳定世界经济提出了
倡议。中方将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基础上，加紧在全国
范围内复工复产，克服困难，优先恢复和提高医疗防疫
物资产能，严格质量监管措施，为全球抗疫提供尽可能
多的物资保障。

习近平强调，国王陛下积极推动中比关系发展，中
方表示赞赏，愿同比方一道，克服疫情影响，统筹推进
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比、中欧关系发展。

菲利普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各国。中国
率先控制疫情，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支持，作出了贡献。比方感谢

中方提供急需医疗防护物资。比方愿意在药物研发方面同
中方开展合作。患难见真情。中国是比利时真正的朋友。我
将永远珍视这份友好情谊，继续积极促进两国交往合作。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同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包括印尼在内
的多国多点暴发，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印尼政
府和印尼人民表示诚挚慰问。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中国
人民走出了最困难时期。我们对印尼目前面临的困难感
同身受，愿提供支持和帮助，共克时艰。相信在总统先
生领导下，印尼终将战胜疫情。习近平强调，面对严峻
疫情，中国和印尼相互支持，体现了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的深情厚谊。今年是中印尼建交 70周年，中方愿同印
尼一道努力，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印尼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这场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国际社会只有凝聚起强大合力，才能克敌制胜。中国和
印尼要密切合作，推动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社会在危机应
对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
的支持，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佐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抗击疫
情取得重要成果，值得世界借鉴。感谢中方为印尼抗击
疫情提供物资援助和宝贵支持，这对印尼非常重要。病
毒无国界，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印尼坚决反对任何污名
化行为，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
印尼期待同中方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压力测试：疫情来势汹汹，
30 亿人次的大规模春运
箭在弦上……

这是一次不容失败的
国家大考：首个百年目标
即将为山九仞，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只差一篑之功
……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
好样的，中国顶住了！截至目前，本土疫情

传播已基本阻断，复工复产顺利进行。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如此广袤的国土

上，如此惊人的社会动员能力，只有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

运筹帷幄，党中央剖决如流

农历正月初一，北京中南海。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下，一场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召开，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
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

3月10日，湖北武汉。
习近平总书记奔赴火神山医院、东湖新城

社区实地调研，为疫情防控工作把向定调。
3月29日至4月1日，浙江。
习近平先后来到宁波、湖州、杭州等地，强

调“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
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接连主持召

开了大量重要会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疫情
防控迅速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
强的战疫格局。

各省份角色如何分配？党中央部署对口支
援机制，划定“责任田”：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
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

接到命令，各地火速行动：江苏支援黄石，
广西支援十堰，天津支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河北省支援神农架林区……

一面支援湖北，一面坚守本地。安徽部署
“三防三查三加强”，要求源头防控、防聚集管
控及宣传引导全面到位；浙江实施最严格的隔
离医学观察和疫情监测；河南快速排查从疫区
返乡或与病例密切接触的人员……

国家部门各司其职，疏通各路“动脉”。卫
健委牵头建立应对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指
导各地开展防控诊疗工作；科技部组织成立科
研攻关专家组，加紧科技研发攻关；财政部紧
急预拨疫情防控补助金；海关总署为进口捐赠
物资开辟绿色通道……

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波罗热科认为，制度优
势能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如臂使指”般调
动人、财、物等一切社会资源，特别是在紧急形
势下，效力尤其巨大。

基层组织环环扣实，层层铆紧。
“这辆车牌是外地的，重点排查一下。”广

西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长范村路口，59 岁的

村支书肖瑞权戴着口罩和袖章，手持喊话器，
拦下了一辆进村车辆。

这样的场景，在抗疫期间的城乡社区随处
可见。

中国的基层力量如此惊人：在湖北，58万
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天津，
组织下沉一线的通知发出后，仅市级机关报名
的就达上万人；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干部坚守
一线，实现全市7120个社区（村）全覆盖。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中方行
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
度的优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
赞叹。

逆风而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月 26 日，深夜，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单文明的电话急促
响起。“是不是要去武汉？我可以！”电话那头还
没开口，他已给出答案。那一夜，安徽 50 名重
症医学类护士、135 名医生火线集结，第二天
即赴武汉。

就在 3 天前，武汉宣布“封城”，一场以湖
北为中心的疫情阻击战开始打响。

武汉告急，全国医疗系统广发“英雄令”。

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王晓岩没想
到，1 月 26 日上午发出的通知，下午就组队完
毕——全院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几乎都报了
名。用“去武汉打怪兽”安慰 5 岁女儿的内
蒙古赤峰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孙
岩，身患渐冻症仍顽强与时间“赛跑”的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武汉有难，
来自解放军和全国各地的 330 多支医疗队、
超过 4 万名医务人员星夜驰援，为打赢湖北
保卫战奋勇前行。

不光是医疗战线，人人争当抗疫的急
先锋。

2 月 14 日，一条紧急通知发到山东：黄冈
急需一批防疫物资。如何以最快速度调拨？山
东省选择了泰安、德州等几个交通最便利的地
方。各地收到调令，火速行动。当晚，物资全部
运达集结点。次日凌晨 3 点多，防疫物资从济
南发出……

师兵交至，飞粮挽秣。山东这一幕，是全国
的缩影。

这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图景：内
蒙古支援600吨牛羊肉等物资；黑龙江一出手
就是 3000 吨粮食；广西则发出果蔬专列驰赴
湖北……截至 3月 8日，湖北省累计接收社会
捐赠资金超过137亿元，物资超过9907万件。

这是日夜奋战、抢天夺时的恢弘场面：数
万名建设者日夜奋战，仅用 10 天，火神山医
院、雷神山医院就拔地而起交付使用。

这是勇战病魔、万人竞速的壮观景象：由
体育馆、会展中心等改造成的16家方舱医院，
运行1个多月，收治轻症患者1.2万余人，成为
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舟”。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
阳算了一笔账：“以一家医院 1000 张病床计
算，一个月之内在武汉要建成相当于60家三
级医院的病床数，如果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
领导，没有全国各地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当然，人们也不会忘了科研人员的身影。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

大年初一就泡在实验室，从事蛋白疫苗重组和
治疗性抗体研发；1月 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
山院士挤上高铁餐车，夜驰武汉；做完胆囊摘
除手术后刚 3 天，张伯礼院士就带着“中医力
量”挺进一线……

众志成城，人民都是战疫英雄

在妻子的帮助下，江西赣州市居民周加相
利用一把临时网购的电动理发器，完成了人生

第一次自己剪发。
放眼全国，像周加相

这样的普通人比比皆是。
他们通过节省口罩、自觉
隔离、配合抗疫，成为了最
可敬的平民英雄。

武汉市汉阳区永丰街
磨山社区蔬菜分发现场，
15 名居民，自觉排起 200

米的长队，前面不走，后面不动。新洲区涨渡湖
街沐家泾大队的村口，“通关”步骤非常繁琐，
村民们主动配合，毫无怨言……

“封”一座城，护一国人。疫情发生以来，近
千万武汉人顾全大局，“宅家”抗疫，把自己活
出了英雄的模样。

还有一些平凡人，给予我们不平凡的感
动。新疆吐鲁番市“90后”小伙马国仁，每天奔
波于医院、单位和社区，为防疫人员义务理发；
四川达州的周国军、周文堂叔侄，自带工具支
援火神山医院建设，不要工资；黄石“90后”女
患者多多，出院第一天就问，“你知道哪儿可以
捐血浆吗”……

“我从未见过一个社会有如此的集体奉献
精神。”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冯思
翰感慨万千。

各条战线，联发齐动。
再过多少年，人们都不会忘掉庚子年的

“空中课堂”：教师化身主播，“飞”入云端教学，
直播、慕课、在线考试……

再过多少年，人们都不会忘掉把新闻现场
当作战场的记者、编辑，他们不畏艰险、深入一
线，用纸笔、话筒和镜头记录疫情防控的感人
故事……

文艺战线以笔为犁、以歌为刀。歌曲
《武汉伢》、长诗 《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
快》 ……无数感人肺腑的作品，为战疫提供
精神食粮……

还有那些捐钱捐物的华侨华人，还有那些
有力出力的企业精英……

3 月 26 日零时，鄂皖交界，界子墩卡
口。“终于能出来拉货了。”38岁货车司机赵
亮亮踩下油门，朝安徽省宿松县方向驶去。
这一天，湖北宣布，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

这意味着，广袤的中国版图上，最硬的
几块坚冰也在逐次解冻！

“红垂野岸樱还熟，绿染回汀草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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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则招无不中。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充满着信心——

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咱都
能胜！

中央一声唤 14亿人同心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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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振凯 卢泽华



2月12日，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省咸宁市医疗队队员在出发前加油鼓劲。 李发兴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