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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军情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近日，又
有一些国家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继续
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慰问
和支持。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方高度赞赏
中方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有力措施，愿向
中方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方全力支
持中国政府防控工作，愿同中方并肩应
对疫情并继续提供帮助。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谨向中方
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中方早日赢得坚决
抗击疫情战役的胜利。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向中国人民

表示深切慰问，希望中方采取的坚决措
施和不懈努力将迅速遏制疫情。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坚信在
习近平主席强有力的领导下，中方一定
能够遏制并消灭疫情。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表示，中国政
府为抗击疫情付出巨大努力，为保障国
际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表
示，赞赏并坚定支持中方为防控疫情所
作庄严承诺和超常努力。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赞赏并
支持中方抗击疫情的行动，爱方愿向中
方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作
出了了不起的努力。联合国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和人民采取的应对疫情举措，希望所
有国家本着团结合作精神携手应对疫情。

第 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罕默德-
班迪表示，中国人民的决心和韧性令人
敬佩，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
国必将早日战胜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中国努力控制病毒源头，限制疫情传播，
为世界其他地区防控工作争取到宝贵时
间。如果没有中国努力，全球病例会远
高于此。世卫组织坚定支持中方为防控
疫情作出的非凡努力，将派专家组同中

方专家并肩作战。
此外，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文莱

苏丹哈桑纳尔、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赞比
亚总统伦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摩尔
多瓦总统多东、冰岛总理雅各布斯多蒂
尔、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萨摩亚国家元首
图伊马莱阿利法诺，马里总理西塞、斐济
总理姆拜尼马拉马、格林纳达总理米切
尔，刚果（金）、吉布提、安哥拉、挪威等国
外长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国际
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总干事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也
表达了支持和慰问。

外国政要积极评价和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2月 11日 电

（记者王卓伦、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11 日在回答有关新冠肺炎疫情
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提问时表示，中
国有能力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至
最低。

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记者会上，
耿爽说，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大小，
取决于疫情防控的进展和成效。“我们

相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以及长期向好
的趋势不会因为这场疫情而改变，我们
有能力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至最
低。”
“事实上，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表示，中国有足
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疫情，中方防控疫
情的努力有效降低了世界经济可能面
临的风险。”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有能力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0日宣布，将从

每位自民党国会议员3月经费中先行扣

除5000日元（约合318元人民币），帮助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是连日来

日本各界帮助中国抗击疫情的又一真

诚善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日本中央

和地方政府、执政党及社会各界第一时

间表达慰问，并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陆续抵

达中国各地，缓解了中国抗疫的燃眉之

急，也让中国民众感受到邻里守望相助

的浓浓善意和暖意。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的一番

话语道出初衷与真情：“对日本来说，看

到中国遭遇疫情，如同是亲戚、邻居遭

难，日本国民都愿意援助中国，希望疫情

早日平息。”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人文渊源

深厚。相通的文化、相似的情感，让日本

更添人溺己溺、守望相助的情义。

日前，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

局在捐赠湖北的物资上，一句“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触动无数人心弦。“岂曰

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伴随着日本救援物资

而来的这些动情留言，在中国广为流传，

带给中国人应对灾难的力量。

每当遇到重大灾害，中日两国总能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日本前首相鸠山

由纪夫日前录制视频鼓励中国抗击疫

情，他在视频中特别提到，不会忘记2011

年日本大地震时中国对日本的帮助。

不仅仅是日本，中国发生疫情后，俄

罗斯、韩国、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纷纷伸

出慷慨援手。当前，中国正处在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国际社会的帮助犹如雪中

送炭，鼓舞着中国人民早日战胜疫情的

信心。对于在危难中给予的帮助，中国

人民铭记在心。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郑
汉根）

“风月同天”增添守望相助的暖意

本报南苏丹朱巴2月10日电 于

东海、特约记者陈凯凯报道：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在联南苏团总司令提奈卡
和朱巴战区司令库比特等人陪同下，
联合国秘书长军事顾问罗伊特来到中
国第 6 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
视察，对该营维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
价。

罗伊特先后参观了成果展板、维和
武器装备及作战值班室等。在视察作
战值班室时，他不断点头称赞，对步兵
营各项建设情况给予肯定。“你们很专
业、士气很高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

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的关键力量。”罗伊
特还对中国当前疫情表示关切慰问，并
赞扬了中国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控
制的快速反应。

中国第 6 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
步兵营部署到任务区两个多月以来，
高标准完成了武器禁区巡逻、城市巡
逻和联合国综合防卫演练等任务，且
圆满完成 6 次联合国武装护卫任务。
该营营长韩涛表示，当前正处于南苏
丹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时期，全营官
兵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确保有效应对
各种突发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军事顾问

对中国维和步兵营维和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为期 6天的新加坡航展，今天上
午在樟宜展览中心开幕。中国空军八
一飞行表演队在云底高度 300米的气
象条件下起飞，穿云破雨、劲舞苍
穹，以高难的动作、高超的技艺，先
后进行了单机、六机飞行表演，为现
场观众带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盛宴，
向世人展现出大国空军的强军自信，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快看，中国空军来了！”12时 40

分，航展现场细雨纷纷，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 1 架歼-10 飞机冒雨起飞。
加力盘旋、蛇形扭转、上升横滚、小
速度平飞，8分钟的单机飞行表演精
彩震撼。

13时 36分，樟宜展览中心上空，
有的区域投射出炙热的阳光，有的区
域却是大雨滂沱。在现场观众的期盼
中，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6架歼-10
飞机，大箭队通场拉开了六机飞行表
演的序幕，紧接着超密集编队低空掠
过，拉出6道彩烟。

海天一色，雨中炫舞。六机三角
队斤斗、四机编队横滚、单机“四
点”横滚、五机水平向上开花……从
多机编组到单机飞行，近 15 分钟表
演、15个特技飞行动作，衔接紧凑、
干净利索，充分展现了飞行员们过硬
的飞行技能和歼-10飞机优越的机动
性能。数万名观众欢呼点赞，现场氛
围异常热烈。
“这是我见过最精彩的飞行表演”

“两次表演都很震撼，八一飞行表演队
好样的”……惊险的表演动作，刺激的
视觉冲击，让现场观众实实在在体验
了一把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作为和平使
者、文化使者、友谊使者，不断走出
国门，飞向世界舞台，近年来先后赴
俄罗斯、阿联酋、马来西亚、泰国、
巴基斯坦等国家执行飞行表演任务。
新加坡航展作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航
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七
届。此次航展飞行表演主要由中国空
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美国、新加坡的
飞行队伍完成。
“每个场次的飞行表演都十分精

彩，能够和多个国家的飞行员同场
飞行，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井飞
说，参加这次航展，能够深化中国

人民和新加坡人民的友谊，他倍感
荣幸和自豪。

当天的表演结束后，参加这次航
展任务的全体官兵在停机坪集体列

队，向正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线的战友和医务工作者致敬，祝福祖
国，为武汉加油！

（本报新加坡2月11日电）

穿 云 破 雨 劲 舞 苍 穹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参加新加坡航展开幕式侧记

■董 静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据新华社加沙2月11日电 （记
者熊思浩）以色列海军 11日向在加沙
地带海域作业的一些巴勒斯坦渔船射
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渔民被捕。

据目击者说，以色列海军以这些渔

船越过捕鱼区界线为由，对渔船轮番射
击，并用高压水炮进行驱散，造成一艘
渔船严重损毁。事件发生后，渔民只得
停止捕捞，返回停泊区域。对他们来
说，出海捕捞是每天唯一的收入来源。

以色列海军向加沙海域作业渔船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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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共中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近平 10日亲赴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一线调研指导，对做好防控工作发表
重要讲话。海外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
主席此举体现出以民为本情怀，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信心。

世界卫生组织坚定支持中国为防
控疫情所作努力，对习近平主席亲赴疫
情防控一线调研指导给予积极评价。
世卫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举向中国国内和国际社
会发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

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
蒂芬·佩里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赴疫情
防控一线调研指导，体现出以民为本的
情怀和战胜疫情的决心。当前，全体中

国人民都在共同努力、团结奋战。国际
社会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机构顾问苏伯莫伊·巴塔查吉说，习近平
主席亲赴疫情防控一线调研指导，极大
鼓舞一线医护人员士气，表明中国政府
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很有信心，这有
助于消除他国对疫情在更大范围内蔓
延的担忧。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黄
载皓认为，中国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之际，习近平主席亲赴疫情防控一
线调研指导，这必将鼓舞全国人民齐心
协力共克时艰。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
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说，习近平主席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亲赴一线调研指

导，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真正放在首
位的体现，并向国际社会发出这样的信
息：齐心协力、团结强大的中国人民定
能渡过难关。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民盟党报《民主浪潮》总编辑吴
埃久说，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习近平
主席亲赴一线调研指导，体现出担当精
神，是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关爱和激励，相
信中国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
问胡逸山说，习近平主席深入社区了解
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在防控疫情方面深
入人民群众，重视他们的声音，了解他
们的需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向
外界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应对疫情需
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认为，
习近平主席亲赴疫情防控一线调研指
导，表明中国领导人与人民并肩战斗在
抗击疫情一线，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担
当与魄力，这将激励中国人民向着胜利
方向不断迈进。

埃及中东战略研究与国家安全论
坛负责人阿卜杜勒穆迪·阿布莫塔维表
示，习近平主席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亲
赴一线调研指导，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更多信心。中
国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同心协力，令国
际社会肃然起敬。
（参与记者：陈俊侠、于佳欣、赵旭、

耿学鹏、陈家宝、车宏亮、林昊、张继业、

吴丹妮）

体现以民为本情怀，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信心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亲赴北京疫情防控一线调研指导

图①：新加坡航展开幕式上，空军
八一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

图②：参加航展的全体官兵集体列
队，祝福祖国，为武汉加油。朱姜海摄

据新华社马尼拉 2月 11日电

（记者郑昕、袁梦晨）菲律宾外交部
11 日宣布，菲律宾已于当天正式决
定终止与美国签署的 《访问部队协
议》。
《访问部队协议》是菲律宾与美

国在 1998 年签署的重要军事协议之
一。该协议规定了美方军人、军事
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
的条件、活动范围以及可获得的便
利，其中包括双方举行军事演习的
相关内容。

菲律宾决定终止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

据新华社莫斯科 2月 11日电

（记者吴刚）塔斯社 11日援引俄罗斯
军工综合体高层人士的话报道说，俄
图-160M 战略轰炸机将装备“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这位不具名高层人士说，俄军工
部门正在开展在图-160M 战略轰炸
机上安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
研发和测试工作，相关工作将于今年
年底前结束。

俄图-160M轰炸机将装备“匕首”导弹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日在瑞士日
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
“COVID-19”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