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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批“白衣天使”出征海外！4
月 18 日，一支包含 8 名成员的中国抗
疫医疗专家组抵达马来西亚。作为中
国政府向海外第 13个国家援助的第 15
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他们将为马来西
亚带去中国专家宝贵的抗疫经验，带
去中国人民浓浓的真情关切。

2020 年春天，中国医疗专家注定
要被世界铭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面对
全球医疗资源告急的紧张局面，中国
医疗专家用医术阻击疫情，用行动赢
得尊重，用大爱温暖世界。

在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援助海外
的过程中，不少场面走红网络：塞尔
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迎接中国抗疫医疗
专家组时，不仅同每一位专家组成员
行“肘礼”，还深情亲吻五星红旗；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一个中式抱拳，
向中国援委抗疫医疗专家致以崇高敬
意；柬埔寨的一群年轻人，抱着熊猫
玩偶，用中国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
旋律，向中国援柬的“医生天使们”献上
最用心用情的礼物；在海外社交媒体
上，意大利《共和国报》将主页封面换成
中国医护人员的照片……

“白衣天使”医者仁心的舍身忘
我，送去中国温暖。春节前夕，新冠
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疫情便是召集
令，疫情便是冲锋号。无数中国医护
人员，在万家团圆的时刻，辞亲离
家，奔赴战疫一线，与时间赛跑，与
病魔抗争。他们用热血和汗水，筑起
了一道全面阻击疫情的坚固长城；用
专业和精诚，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战
疫经验。一份份请战书，一个个“逆
行”身影，一张张布满勒痕的面孔，
不仅让中国人泪流满面，也让世界由
衷赞叹“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因
为无数 “白衣天使”的日夜奋战，无
数生命得以摆脱死亡威胁，中国疫情
形势得到有效控制。

“白衣天使”跨越国界的大爱无
疆，赢得世界尊重。疫情在全球多国
多点暴发后，中国在做好国内疫情防
控的同时，迅速派遣多批次医疗专家
组驰援海外。这些医疗专家都是从国
内战疫火线上抽调出来的精锐力量。
而他们去的地方多是疫情严重且医疗
资源紧缺的国家。在海外，他们深入
当地医院和社区，分享中国抗疫经
验，为当地疫情防治提供建议和指导。这份人道主义情怀
怎能不令人动容？

德不近佛者，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一批又一批
中国医疗专家组援助海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展现了中国
的大国担当，也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内涵。

对所有援外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而言，这也是一份宝
贵的精神传承。医疗援外是中国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传统
项目之一。今年是中国派遣援外医疗队的第57个年头。从
1963年至今，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医疗队凭借精湛的医术和
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各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近
年来，每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国医疗
队都会挺身而出、驰援海外，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
精神！

病毒无情人有情。对许多身处疫情威胁的人来说，中
国医疗专家组带去的不仅是援助和经验，更是信心和勇
气。人类终将战胜病毒，“至暗时刻”终将过去。人们不会
忘记：当疫情的狂风骤雨袭来，无数中国“白衣天使”披
坚执锐、勇往直前，为生命挡风遮雨，为世界守护安宁。

团结抗疫 支援给力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东盟 10 国领导
人 14 日举行视频特别会议，在合作抗击
新冠疫情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随后，
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总理阮春福又主持
了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 10+3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东盟成员国
领导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出席在线会议。
此次 10+3特别会议是继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特别峰会后，东亚地区就共同应对疫
情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此次会议取得
重要成果，发表了联合声明。各方同意
继续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加强药物和
疫苗研发合作，确保药品和医疗物资供
应；设立特别基金支持东盟国家应对疫
情；探讨建立重要医疗物资储备。各方
一致同意致力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
影响，维护必要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
保持供应链畅通，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东盟国家抗疫形势仍然复
杂。菲律宾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快速增
长，新加坡防疫形势出现反复，印尼作
为东盟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防疫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
所长郭延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和防疫医疗设备
的紧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不足，抗
疫经验的缺乏，是目前东盟国家普遍面
临的抗疫挑战。

此前，10+3 卫生发展高官特别视频
会议、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
别外长会、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
长视频会议和 10+3新冠肺炎问题卫生部

长视频会议先后举行，10+3 国家已进行
诸多合作抗疫的尝试，为东盟抗疫提供
有力支援。

“中国疫情已基本控制，且始终积极
参与全球抗疫合作，具有较为丰富的抗
疫经验；日韩目前的疫情形势仍旧严
峻，在应对疫情方面与东盟有相似经历
和需求。”郭延军表示，中日韩的抗疫经
历能够为东盟提供一定的参考，在 10+3
框架下讨论抗疫经验等话题，具有较强
的现实指导意义。

综合应对 稳定经贸

“东盟与中日韩 （10+3） 是近邻，我
们有门类齐全、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分
工体系，有合作应对危机的宝贵经验和
应急机制。从防控疫情角度讲，我们命
运与共；从维护经济发展角度看，我们
利益攸关。”在10+3特别会议上，李克强
总理对 10+3国家目前抗疫形势作出中肯
分析。

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受疫情影
响，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至32%，全
球货物贸易量将大幅萎缩，严重程度超
过 2008 年金融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贸
易都会出现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北美
和亚洲受打击最大。

此次 10+3 特别会议不仅着眼于共同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挑战，也为应对经
贸合作、社会治理、人道危机、粮食危
机等方面的综合考验提供解决方案。

“这次会议在诸多方面取得具有实际
意义的成果。”郭延军分析，会议决定从
中国-东盟 （10+1） 合作基金和 10+3 合
作基金中划拨一部分资金作为东盟国家
应对疫情的特别基金，为东盟国家应对
疫情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会议达

成确保物资供应的共识，在医疗物资方
面，考虑建立 10+3 重要医疗物资储备，
在医疗物资、医疗设备、医疗研发等方
面加强合作；在生活物资方面，考虑发
挥 10+3 大米紧急储备机制 （APTERR）
作用，确保粮食安全，缓解疫情对东盟
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会议高度关注
疫情对社会及经济的负面影响，各国将
努力维持贸易及相关市场开放性，特别
是尽力避免食品、日用品、药品及医疗
器材的供应链断裂。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出
席 10+3特别会议时表示，为了尽可能缓
解疫情冲击，10+3 国家应保持经济交
流、人员交流、贸易投资和粮食等最基
本物资的流动，希望 10+3国家能最大限
度启动全球供应网。文在寅提到，去年
10+3 各国就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达成一致，今年正式签署
协定后，RCEP将发挥重大作用。

“在经济社会领域，此次会议有助
于东盟与中日韩凝聚共识，提振经济信
心；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进一
步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经贸继续开放合
作，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郭
延军指出。

多边合作 释放信号

“此次10+3特别会议无疑释放出合作
抗疫的积极信号。”郭延军分析，从地区
层面考虑，10+3 合作抗疫也有利于避免
东盟地区大规模暴发疫情。从全球层面
考虑，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一些
国家谋求自保，而非寻求地区合作，10+
3特别会议向世界表明，东亚地区在共同
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达成共识，加强

多边合作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方式。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报道称，此

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重大，可能让
2008 年金融危机重演。东盟和中日韩经
济总量庞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
合，贸易交往密切，10+3 国家贸易总量
已超过 10 万亿美元，其中近一半属区内
贸易。东盟和中日韩若能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对接，共同推动本地区生产及贸易
回复，将助力各国渡过难关。

“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东亚仍然
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韩国外国语大
学全球安全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黄载皓表
示，面对疫情冲击，地区各国以何种方
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开放的经济潮
流和全球化，对于世界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疫情防控或将持久化，有必要降低
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壁垒，进一步
强化互利共赢的经济及产业合作机制，
让新兴市场国家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
引擎作用。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
心主任汤之敏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与东
盟各国就抗击疫情举行会议的第一个国
家，中国与东盟在强化地区合作应对疫
情、互通抗疫物资方面颇有成果。在 14
日的会议上，与会国家提出了在“后疫
情时代”的出路问题，要求加强东盟之
间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
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这对于减少
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将地区经济拉回
复苏轨道有重要作用。

“10+3是一个危机驱动的机制。10+3
机制起源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
为东亚地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这次共同抗击疫情、应对危
机的过程中，10+3 成员国凝聚共识、谋
求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10+3机制作
用。”郭延军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到周四晚8时，英国
民众在阳台、门前或窗前鼓掌，表达对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医护人员的敬意。

上图：4 月 16 日晚，在英国伦敦，医护人
员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前接受人们的掌
声，也为同行鼓掌致敬。

右图：居民挂出感谢医护人员的标语。
蒂姆·爱尔兰摄 （新华社发）

10+3全力合作抗疫恢复经济
本报记者 高 乔

环 球 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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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
导人特别会议4月14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各
方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
推动地区尽快恢复经济发展3个方面达成共识。

“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增强命运共同体意
识，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拿出更大决心和行
动，密切协调配合，发出东亚国家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的信号，提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争
取东亚地区早日战胜疫情。”在视频会议中，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出倡议。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疫情远未结束。这将是
一场长期的战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们需要每
个国家都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
主任葛西健曾发出提醒。面对疫情冲击，10+3国
家更加紧密团结，向世界发出合作抗疫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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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英国协议“脱欧”添变数
桂 涛

图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所学校，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消毒。 阿贡摄 （新华社发）

向医护人员致敬

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的英国与欧盟“脱欧”后谈判日
前正式重启。双方已商定未来几周举行多轮视频双边谈
判，力争在 6 月前达成一份未来关系协议。分析人士认
为，疫情给英欧如期达成协议带来诸多变数，若英国坚持
不同意延长过渡期，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将增加。

疫情影响谈判进度

自1月底正式“脱欧”后，处于“脱欧”过渡期的英
国与欧盟需要谈判敲定“后脱欧时代”的双边关系，包括
贸易、安全等多方面。与第一阶段名义“脱欧”相比，这
对英国而言是更具实质意义的第二阶段。

英国与欧盟3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脱欧”后首轮
谈判，双方分歧严重。第二轮谈判原定于3月18日在伦敦
举行，但因疫情取消。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
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 3 月中旬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不过他目前已结束治疗并重新开始工作。

随着 12月 31日过渡期截止日的不断迫近，各方决定
重启会谈。本月 15 日，巴尼耶同英国“脱欧”谈判首席
代表戴维·弗罗斯特举行视频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双方将在从 4月 20日、5月 11日和 6月 1日开始的各一周
时间内举行总共3轮视频会议。

声明说，双方目标是在今年 6 月前“取得切实进
展”，届时将举行高层峰会，确定是否有可能在今年年底
前谈判成功。

过渡期延长成焦点

谈判进度因疫情耽搁，导致原本就不充裕的谈判时间
显得更加紧张。按照相关规定，若英欧双方未能在“脱
欧”过渡期内达成贸易协议且过渡期不再延长，双方将重
新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开展贸易。舆论认为，这种情
况将造成“双输”局面。为确保双方有充足时间达成协
议，延长“脱欧”过渡期是一个选项。

但英方不愿延长过渡期。英国首相府发言人 16 日明
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并称即使欧盟提出延长，英国也会拒
绝，理由是延长过渡期只会让谈判变得更加冗长，并增加
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而且推迟英国重新掌控自己边界的时
间也会让英国继续支付欧盟预算费用。

分析人士指出，除上述原因外，英国还有其他考虑。
此前三年半的“脱欧”僵局已经让英国人牢骚满腹，如果
过渡期再拖下去，定会引起国内“脱欧派”反感。同时，
按照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说法，目前的“脱欧”过渡期已由
英国议会立法确认，若再延长就是违法。

但欧盟方面认为，贸易协议的谈判一般需要数年时
间，现在时间太紧，有必要延长。同时，根据英欧达成的

“脱欧”协议条款，过渡期可以再延长两年。
是否延长过渡期成为当前英欧谈判的一个主要问题。

有媒体评论，从双方3月初首轮谈判后提交的文件看，英
欧立场根本“不在同一个星系”。

无协议“脱欧”几率加大

分析人士指出，疫情已经造成谈判推迟，并使后续谈
判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面对面进行。从谈判的当前进度与
复杂程度看，若不延长过渡期，双方如期达成一份自由贸
易协议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此外，约翰逊率领的保守党在去年 12 月大选中赢得
议会下院绝对多数席位，而他不久前感染新冠肺炎并一度
病重的经历又大幅提升了他的民意支持度，这让他更有底
气强硬面对欧盟。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约翰逊坚持拒绝延
长过渡期，那么英欧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就不太乐观。

舆论认为，疫情将给英国和欧盟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如果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双方再无法达成一份自由
贸易协议，将对双方经济造成又一次重大打击。因此在
未来几周，英欧双方的领导人都会面临来自企业界的巨
大压力。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