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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多点暴
发，中国向一些国家提供了医疗救援物
资和捐款，并分享抗击疫情经验，多国对
此表示感谢。

提供物资 体现真挚情谊

包括 10 万份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
剂、1万件医用防护服等在内的中国援
助医疗物资 21日运抵菲律宾首都马尼
拉。菲律宾外长洛钦在物资交接仪式现
场说，中国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事
实已经证明，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是正
确有效的，菲方目前也在采取中国业已
实行的一些措施，中国为别国抗击疫情
指明了一条道路。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 20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共同抗击新
冠肺炎的斗争中，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提
供医疗用品，并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
科学知识。

格鲁吉亚卫生部长季卡拉泽 20 日
表示，中国向格鲁吉亚捐赠的 1000套新
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将于下周抵达，届时
格鲁吉亚将能对病毒进行快速检测，从
而更好地遏制疫情蔓延。季卡拉泽对中
国宝贵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捷克总统泽曼 19 日晚在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全国讲话中，感谢中国向
捷克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他说，中
国是唯一为捷克提供医疗物资的国
家，他对此表示感谢。第一批从中国
采购的 15 万只快速检测盒已经运抵，
这将有助于加快捷克新冠肺炎疑似患
者的检测速度。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 17 日向波黑塞
族共和国捐赠 8000 瓶消毒液。代表塞
族共和国接受捐赠的塞族共和国科技部
长拉伊切维奇表示，危难时的朋友才是
真朋友，中方的慷慨捐助是朋友之间真
挚友谊的体现。

分享经验 助力全球抗疫

哥斯达黎加总统卡洛斯·阿尔瓦拉
多 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哥斯达
黎加感谢中国分享应对新冠肺炎的经
验。国际对话与协调对于我们更好地应
对这一新型病毒至关重要。”哥斯达黎加
16日进入全国紧急状态。18日晚，中哥
两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和官员举行视
频会议，交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南非卫生部长兹韦利·穆凯兹 20日
称赞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要感谢中国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宝
贵经验，中国是我们的榜样。”

白俄罗斯卫生系统官员与专家 20
日参加了中国同欧亚和南亚地区相关国
家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视频会
议。白方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采取有
力防控举措和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
重要贡献，感谢中方及时举办此次会议，

认为会议针对性强，对正处于疫情防控
关键阶段的地区国家的防疫工作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上图：3月 21日，中国赴塞尔维亚

抗疫医疗专家组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登

机前合影。当日，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

医疗专家组一行6人，从广州搭乘从塞

尔维亚派出的专机，并携带部分捐赠医

疗物资，前往塞尔维亚协助应对疫情。

新华社发

多国对中国提供物资和分享抗疫经验表示感谢
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美国面临的防控压力

骤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已超过1.9万例，死亡超过200例。从最初的轻描

淡写，到现在的如梦初醒，美国《政治报》网站刊文称，

美国政府的处置不当加剧了疫情危机。

疫情告急，集中精力应对危机是一个负责任政

府应有的担当。美国个别政客、媒体此时却大肆

“甩锅”，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散播“中国制

造有毒”的谣言，甚至抛出所谓“中国赔偿论”，借此

煽动歧视仇外和种族主义，转移舆论关注焦点，为

其应对不力推诿塞责。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大考。作为世界大国，

人们不怀疑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实力和能力，对美国

参与国际合作抗击病毒寄予希望。美国个别政客、媒

体却背离国际社会呼吁团结合作的主流民意，固守其

“逢中必反”的冷战思维，在狭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

偏见的牵引下“跑题”千里，不断“丢分”。

第一，丢了“国际道义”分。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奋力迎战，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为世界争取了时

间。美国当局却隔岸观火，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

议，在援助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不仅如此，美国高

官还趁机在国际会议上诋毁中国制度，借疫情宣扬美

国制造业“回流”，质疑世卫组织独立性……种种乘人

之危、落井下石之举，有违国际道义。

第二，丢了“大国担当”分。美国政府因淡化疫

情、应对迟滞而饱受争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刊文把矛头直指官僚主义、信息不透明以及决策失

败等因素。面对质疑，美国一些官员不是痛定思

痛、展现担当，而是炮制“中国源头论”“中国数据不

完善论”“中国不合作论”等离奇论调嫁祸于人。美

国《国家利益》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国内疫情加剧

和大选临近，一些政客将疫情危机归咎于中国，实

际是为了转移对美政府的批评。

第三，丢了“媒体责任”分。大疫当前，国际社

会只有团结才能应对挑战。美国一些媒体却戴着

有色眼镜，诋毁中国的抗疫努力，煽动对华歧视。

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疫情时不是关注病毒如何凶险、

中国如何积极应对，而是大肆抹黑攻击，一定程度

上转移了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误导了受众对疫情

严重性的判断。

抹黑中国、推诿甩锅，丝毫无助于美国疫情防

控，无益于国际抗疫合作。正如多国国际卫生法学

家在《柳叶刀》上撰文所说，基于恐惧、谣言、种族主

义和仇外心理的措施，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认为，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

准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

中国有句古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近期，美国股市10天经历4次熔断，造成

恐慌性抛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对当前疫情规模以及美国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的

担忧。奉劝美国少数政客，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攻击、抹黑、怨天尤人上，不如集中精

力应对疫情，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疫情在蔓延，危机在继续，全球化时代的疫情需要全球合作应对，狭隘的民

族主义、仇外和种族歧视有害无益，唯有国际社会各成员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人类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叶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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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浆、油条、茶叶蛋，中国红十字会
赴伊朗志愿医疗专家团队 20日在一顿
中式早餐中迎来伊朗新年。

早餐是当地中资企业一大早特意送
来的，以感谢专家团队的辛苦工作。2
月 29日至今，专家团队已在伊朗连续工
作了 20天，他们不断奔赴各地与伊朗的
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交流，探讨救
治方案。伊朗目前疫情传播快，重症患
者病亡率较高，防护与治疗必须争分夺
秒。

今年 3月 20日是波斯历新年诺鲁孜
节。和中国的春节相似，当地民众往常
会在此时走亲访友，互道问候，迎接春天
的来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许
多伊朗人都取消了出行计划，在家庆祝
新年，常住人口 800 多万的德黑兰犹如
一座空城。当地居民莫塔美蒂说：“我活
了快 60年，从没见过德黑兰的街头如此
冷清。”

截至3月 20日，伊朗确诊患者已近2
万人。伊朗卫生部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伊朗平均每小时就有50人感染病毒，
每10分钟就有1人因新冠肺炎病亡。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医师
钱志平 1月 20 日投入上海抗疫一线工
作，2月 29日抵达伊朗，从中国新年忙到
了波斯历新年。
“被征召后就一直在外面，偶尔回过

几次家，但没来得及在家吃过一顿饭，挺
遗憾的。”钱志平说：“来到这边后也没有
太多休息，每天都有工作安排。”

专家组领队、上海市红十字会赈济
救护部部长周小杭介绍说，为了对抗疫
情，团队大部分成员取消了所有休假计
划，从春节前后一直工作至今，还有一些
成员在结束国内抗疫一线工作后立刻被
抽调过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
吸科医生王东升和检验科医生李明是 3

月抵达德黑兰的新成员。王东升不久前
刚结束在武汉的抗疫任务。他说，希望
可以将中国抗疫经验带给伊朗，让伊朗
也可以早日和武汉一样，春暖花开。

中国的专家团队涵盖了疾控、预防、
临床等多个领域，他们白天与当地卫生
部官员和一线医护人员交流经验，晚上
回到住所还要开会，汇总情况，共同研究
防治方案。上班没点、下班没点是专家
团队工作的常态。

在中国专家团队的帮助下，伊朗的
医院检测能力、民众防护意识和治愈率
都有了明显提高，专家们的工作得到当
地专业人士和民众的一致好评。

周小杭说，伊朗人民十分热情，无论
是合作伙伴还是街上的民众，都会要求
合影，并不住地说道：“感谢中国，感谢你
们！”
（新华社德黑兰3月21日电 记者

陈霖）

从中国新年到波斯历新年
——记在伊朗协助抗疫的中国专家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0日电 （记
者孙丁、徐剑梅）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在内的多名美
国国会参议员日前卷入“股票门”风波，美
国媒体质疑这些议员利用职务便利提前
获知相关信息，在美国股市因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出现暴跌前出售所持股票。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丑闻暴露出美
国选举政治中政客对选民当面一套背后
一套的虚伪面目，同时也给美国应对疫
情的努力蒙上阴影。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
1月 24日曾听取白宫官员就疫情暴发风
险所做的闭门简报。此后至纽约股市 2
月下旬出现暴跌期间，伯尔等多名参议
员各自名下价值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
等的股票被出售。
“股票门”事件引发美国舆论广泛批

评。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珍妮
弗·鲁宾评论说，伯尔的“股票门”不禁让
人怀疑，华盛顿当初为什么执意淡化疫
情风险。

议员被曝“股票门”美国抗疫蒙阴影

近日，美国海军在北极高调秀肌肉，

公布了“托莱多”号核潜艇参加“冰原演

习”时破冰上浮的视频，意在展示其在北

极的作战能力。俄罗斯随即回应，其北

方舰队以及太平洋舰队麾下所有核潜艇

艇长都能够驾艇在北极破冰上浮，而美

国只有少数潜艇能够做到这点。美俄在

北极地区的博弈加剧信号愈发明显。

随着北极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曾经的

北极“寒地”也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热

土”。拥有储量巨大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的北极地区，或将成为缓解全球资源危机

的新基地。同时，北极位于亚洲、欧洲、北

美洲三大洲北部的延伸交汇处，倘若在北

极点及其附近地域部署射程达到一定范

围的武器装备，那么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打击北半球各国的境内目标。这也就意

味着掌握了北极的制空权、制天权，就相

当于控制了北半球的一处要冲。

作为最大的环北极国家，俄罗斯自

沙俄时期就对北极开发持有浓厚的兴

趣。对俄罗斯而言，俄属北极地区既是

未来的能源基地，又是地缘战略的要塞，

俄罗斯需要通过增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

来巩固和扩大其国家利益范围。近十几

年来，为落实北极政策，俄联邦政府稳步

加大对北极地区的投入，不仅成立了专

门机构负责具体协调落实，还恢复和新

建了北极军事基地，同时积极部署“北风

之神”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等装备，以

维持其在北极圈的军事威慑力，并达到

有力遏制北约对俄进行试探性钳制的战

略图谋。另外，俄罗斯也希望能推动国

际合作，通过共同开发的方式，把北极地

区的资源和航运潜力转化为现实经济利

益，同时打开外交新局面。

为撼动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战略支

点，美国在继“北约东扩”后仍不断挤压

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仅退出《中导条

约》、在俄的邻国部署反导系统，还加大

了与挪威等盟友的军事合作，使得俄罗

斯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2018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宣

称，美国应当把北极博弈带上新高度，或

将在北极地区增派海岸警卫队。随后，

美军“杜鲁门”号航母编队驶入北极圈内

的挪威海，仅在2018年，就密集开展了

“北极边缘”“北极鹰”“冰原”等多场军事

演习，重点演练了不同兵种在极地环境

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充分对外展示了美

军在北极地区全方位的军事能力。

在美国愈发重视北极并强化其在该

地区的军事存在的背景下，俄罗斯势必

会在2021年至2023年担任北极理事会

轮值主席国期间，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自

身对北极地区的控制。北极这一极寒之

地的“升温”意味着什么，各方在这一地

区的战略博弈是否会引发世界新动荡，

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美海军近日公布其核潜艇在北极破冰

上浮视频，俄随即做出回应——

美俄在北极地区博弈加剧
■刘维志

本报柬埔寨贡布3月21日电 周

国强、黎阳报道：当地时间 3月 21 日上
午 9 时，“金龙-2020”中柬两军联合训
练中方参训分队官兵，在柬埔寨贡布
省某综合训练场举行人道主义援助物
资赠送仪式。中柬双方官兵，当地政
府、医院和学校师生代表共 40 余人参
加。

中方参训指导组组长张体任介绍，
中柬是情同手足的好邻居，也是肝胆相
照的好朋友，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是
“金龙-2020”中柬两军联合训练的重要
内容，这既体现了中方对柬埔寨人民的
深情厚谊，又体现了两军共同抗击疫情
的坚定决心。
“谢谢！”看到中方捐赠的书包与文

具，柬埔寨学生安心东佛笑容满面，“这
些东西都很实用，我很开心。”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是传承中柬
友谊的有益举措，此次中方向柬方赠送
了学习、运动和医疗等物资共 1.5万余件
（套）。

“这项活动体现了中柬两国人民的

友好情谊。”柬方指导组组长韦杰对中国
官兵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深表感
谢，他称赞这些物资都是柬方急需的，为

柬方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上图：中柬双方交接物资。

周国强摄

“金龙-2020”中柬两军联合训练

中方参训官兵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据新华社莫斯科 3月 20日电

（记者吴刚）据俄罗斯总统网站 20日
发布的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与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通电话，讨论了当前的
叙利亚局势。

消息说，围绕 3月初俄罗斯和土
耳其就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停火问
题达成协议以来叙局势的发展，两国
总统深入交换了意见。

消息说，普京和巴沙尔还讨论了
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
叙国内政治和谈进程等问题。

俄叙总统通电话

讨论叙利亚局势

据新华社首尔3月21日电 （记
者耿学鹏、陆睿）韩国军方 21日说，朝
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
两枚“不明发射体”。

韩国媒体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消息报道说，朝鲜分别于当天早晨6时
45分（北京时间5时 45分）和 6时 50分
（北京时间 5时 50分）许，由平安北道
宣川一带试射“发射体”，其飞行距离
约为 41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约为 50
公里，推测可能为短程弹道导弹。

韩军方说朝试射

两枚“不明发射体”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0日电

（记者刘品然）美国国防部 20日发表
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夏威夷成功进行
了高超音速滑翔体飞行测试。

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 20日凌晨
4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0 日 16 时 30
分），美国海军和陆军在夏威夷考爱岛
的太平洋导弹试射场成功试射一枚通
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这枚滑翔体在
经过高超音速飞行后命中指定落点。

声明说，此次测试对美军在本世纪
20年代中期前实现高超音速作战能力
具有里程碑意义，测试信息将用于高超
音速技术研发。未来海军和陆军都将
配备这类装备，并将分别研发适用于海
基和陆基发射的发射装置和武器系统。

美军进行高超音速

滑翔体飞行测试

环球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