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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领导人对中国援助抗疫表示感谢
据新华社明斯克3月24日电 （记

者魏忠杰、李佳）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 24日表示，感谢中方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方面及时同白方分享相关经验，愿
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卢卡申科当天在会见中国驻白俄
罗斯大使崔启明时说，他每天都听取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汇报，对于白方所有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中方专家有
问必答，慷慨地向白俄罗斯专家和医生
分享抗疫经验，“谢谢全体中国人民对
我们提供的帮助”。

他说，白方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借
鉴了中国的经验，采取了专业且精准的
行动。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快
速蔓延的情况下，白俄罗斯并没有对任
何一个国家关闭本国边境。他认为，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重要的是不要
慌乱。

卢卡申科同时表示，相信新冠肺炎
疫情不会妨碍白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希
望两国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进一步扩大双边经贸合作。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 3月 23日电

（记者李铭）埃里温消息：亚美尼亚总统
阿尔缅·萨尔基相 23日在首都埃里温表
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践为全球
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当天，萨尔基相在总统府会见中国
驻亚美尼亚大使田二龙时强调，在中国
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通过
艰苦卓绝的斗争，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
控突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卓越的领
导力、中国社会高度的凝聚力以及中国
人民可贵的集体精神。

他表示，亚方感谢中方对亚防控工
作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愿与中国携
手努力，共克时艰，尽早取得抗疫斗争

全面胜利。
据新华社基多3月23日电 （记者

郝云甫）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厄政
府捐赠防疫物资仪式 23日在基多举行，
厄瓜多尔副总统奥托·松嫩霍尔茨纳出
席仪式并对捐赠表示感谢。

松嫩霍尔茨纳表示，中国是首个向
厄提供抗疫物资援助的国家，可谓雪中
送炭，厄方将铭记于心。厄方十分重视
学习借鉴中方的宝贵经验，希望能尽早
遏制疫情发展势头。

中国驻厄大使陈国友在仪式上发
表讲话说，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厄第一时间向中方表达慰问和支
持，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中方对
厄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愿在力所能及
范围内为厄提供更多必要支持和帮助，
相信厄方一定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新华社曼谷3月24日电 （记者汪

瑾、任芊）中国政府援泰抗疫医疗物资
交接仪式 24日在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
泰国公共卫生部举行。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欣
同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
共同出席。

阿努廷代表泰国政府和人民向中方
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政府采取坚决
果断措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成功经验
值得泰方学习借鉴。在这个艰难时刻，中
方给予的宝贵支持和无私援助再次印证
“泰中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相信疫情过
后，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牢固。

杨欣表示，在中国抗疫最关键时
刻，泰国王室、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中
方宝贵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铭记在
心。当前泰国疫情形势日趋严峻，中方
愿及时同泰方分享抗疫经验，携手共克
时艰、共渡难关。

从参赛队员转变为教练员，起初
我并不甘心——作为一名有 20年驾
龄的资深驾驶员，我的训练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我有信心在比赛中拿到好
名次。

2015 年 3月，得知单位选拔人员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防空战斗能手”
项目时，我兴奋不已。因为比武内容
有我擅长的驾驶专业，我毫不犹豫地
递交了报名申请。

没多久，我如愿进入了单位的集
训队。因为兵龄长、驾驶经验丰富，
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我主动查
阅资料，找到了往年国际军事比赛
“坦克两项”的标准，与队员一起进行
方案设计，让专业训练顺利展开。

后来，我又被集训队安排由一名
参赛队员转变为教练员。经过一番
思想较量，我甘当绿叶，为年轻队员
创造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身份转换，激情依旧。集训中，
我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带领其他队
员不断攻坚克难，驾驶训练成绩提升
显著。最终，我以保障人员的身份负
责装备维修、训练组织和参赛装备押
运，走出了国门。

保障人员看似轻松，实则不然。
1万多公里的装备押运里程不容丝毫
失误，特别是在出境时需要中俄火车
换乘，由于俄方火车平板长宽尺寸原
因，对装备捆绑固定都有新要求。为
确保装备安全到达，每一次临时停车
我都要上平板仔细检查。

抵达俄罗斯后，为全力保障好参
赛队员，我每天早起晚睡，大到步战
车、导弹发射筒，小到步枪、对讲机都
要仔细检查。最终，在驾驶过程中我
方队员用时最短，全程零罚时完成了
比赛。走下赛场，俄方观众热烈欢
呼，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军人合影。虽
然不是参赛队员，但我依然感到了作
为中国军人的骄傲。

有了这次的参赛经验，当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2016”的通知到来时，我
们组训更加轻车熟路。2016年 3月，我
再次被安排到集训队任教练员。

这一次，我把赛车手训练法融入
驾驶训练，让队员蒙眼听转速、快速
换挡等，形成了一套“肌肉记忆驾驶
训练法”。为了能准确了解驾驶员
的情况，我每天跟车 10余趟，在越野

路颠簸近 10 个小时，采集队员训练
数据。

此外，我还根据参赛队员的短板
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有位队员在
通过反坦克壕时因方向把握不好，经
常碰杆，我便主动跟车训练，利用DV
录像，而后与他分析原因，并将总结
的看点、记位等技巧倾囊相授。经过
一段时间的强化，他终于掌握了通过
的技巧。

都说装甲兵“每天吃进二两土,白
天不够晚上补”。每次训练归来，我与
队员们都像是戴上了一副“灰土面
具”。但看到大家训练成绩不断提高，
在尘土中钻入钻出的我觉得很值。

再次站在国际赛场，8个国家参
赛队同台竞技，我方队员在驾驶过程
中依然是全程零罚时，通过障碍时
快、准、稳，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
军人过硬的军事素养与训练水平。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心
潮澎湃。虽然没能站上领奖台，但
我无比自豪。我深知，鲜花也需要
绿叶的衬托，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
价值。

上图：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16”期间，甘战永观看比赛。

黄远利摄

从参赛队员转变为教练员，我激情依

旧，因为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价值—

甘作绿叶扶红花
■第75集团军某旅技师 甘战永

3月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

统武契奇出席与中国援塞医疗专家组举行的交流会。武

契奇当日宣布，经过和中国援塞医疗专家组商议，塞尔维

亚决定采取大范围检测、分开隔离轻重症患者等措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新华社发

塞尔维亚采纳中国专家组建议
将扩大新冠病毒检测范围

据新华社伦敦3月24日电 （记者
张代蕾、梁希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3
日举行“真情暖学子，祖国在身边”防疫
“健康包”发放仪式，计划向在英中国留
学生发放共计10万个防疫“健康包”。

据使馆介绍，每个“健康包”内包含
口罩、消毒纸巾、中药、防疫手册等物
品。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代表以及
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帝国理工学
院、伦敦大学学院等近 20所英国高校中
国学生代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
加了发放仪式。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当前全
球疫情呈现多点暴发态势，英国形势令
人担忧，“同学们远离祖国和亲人，党和
政府无时无刻不牵挂你们的安全和健
康”。刘晓明希望中国留学生理性科学
抗疫，减少长途旅行，避免交叉感染，安
排好学业和未来计划，做中英合作抗疫
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留学生代表表示，疫情暴发后，留
学生积极向国内捐款捐物。当前英国
疫情加重，全英各地学联将继续积极行
动，团结广大留学人员守望相助、携手
战“疫”。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向

留英学子发放防疫“健康包”

近日，美国有少数政客频频指责中

国应对疫情“不透明”，言外之意是要将

美国新冠肺炎病例数激增的“锅”甩在

中国头上。同样令人关注的是，美国媒

体还披露，3月20日，美国白宫国安会要

求各联邦机构统一口径，通过各种途径

对外宣称中国策划掩盖疫情，导致全球

大流行。

清者自清，邪不压正。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

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

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在

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人民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奋力抗击疫情，为全世界

的抗疫斗争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作出了

重要贡献。而且中国在自身抗疫仍然吃

劲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

情。截至目前，中国已宣布向82个国家

和世卫组织、非盟提供援助，与很多国家

和国际组织举行了卫生专家视频会议。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以其韧性和担当，

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和普遍赞誉。

反观美国，在1月初就得知出现了

一种新型病毒之后，又做了什么呢？随

着科学家对病毒的认识越来越多，美国

于2月2日全面禁止过去14天到访过中

国的外国人入境，那时美国国内公布的

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

然而，数十天过去了，美国确诊病

例已经由10余例激增到4万余例。在这

期间，美方先是一再对公众宣称新冠病

毒仅仅类似于流感，降低了公众个人防

护的警觉性，直到两周前才升级了国内

的应对措施，完全浪费了中方争取的宝

贵时间。事到如今，美方反而企图诋毁

他人、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这种做

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不仅对美国自

身的防疫工作没有丝毫帮助，还极大危

害了国际社会的抗疫大局。

少数美国政客为何要一而再，再而

三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甚至处心积

虑地将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不断地

对中国搞污名化呢？其实，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

第一点原因就是“甩锅”。今年是美

国的大选年，对政府而言，民意支持率比

过去3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时，

找个替罪羊把自己的责任撇干净，成为

了美国少数政客自以为高明的选择。

其次，少数美国政客对中国存在根

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敌意。余毒未清的

冷战思维，使他们选择了中国作为“甩

锅”对象。近年来，美国始终有一批人

不遗余力地抹黑诋毁中国，每当美国国

内出现什么问题，“中国”往往是最顺手

的挡箭牌和替罪羊。大搞“舆论战”给

中国泼脏水，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

会是最后一次。

然而，美国政府这种出了问题就

“甩锅”的习惯，伤害的不仅是中国，

更是全球正在遭受病毒威胁的民众，

以及正在抗疫一线付出艰辛努力的人

们。

面对严峻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

全球大部分国家正在全力投入到与病

毒的斗争中。而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美

国少数政客竟然只惦记着自己的狭隘

私利，全然不顾共同抗击疫情的大局。

对于这种荒谬的言行，很多美国主流媒

体也都提出了强烈批评。

病毒侵入身体，尚且可以依靠科学

家和医护人员进行治疗；“病毒”若是扎

根于头脑，变异为一种“政治病毒”，则

危害更甚。少数美国政客企图把疫情

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对中国污名化

的行径，不利于国际社会团结，也严重

妨碍各国携手共同应对疫情。正如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在与新冠肺

炎大流行的斗争中，种族歧视和偏见行

为是可耻的，必须始终与种族主义和歧

视做斗争。

传播“政治病毒”危及全球抗疫大局
■李莞梅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全球确诊
病例累计已超过 30万、中国以外超过 25
万。近日有临床研究报告了部分出院
后检测又恢复阳性的案例。有观点认
为新冠肺炎可能会成为长期感染的慢
性病，疫情也可能“长期化”。

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指出，目前还没有明显证据支持这种猜
测，但对于康复患者应加强长期监测，
密切关注可能的变化。更要警惕新冠
肺炎变成季节性传染病，在秋冬季再度
来袭的可能。

从病毒基因组结构来看，该病毒无
法整合到人类染色体中终身携带。有猜
测认为新冠肺炎会成为乙肝一样的慢性

病，日本长崎大学病毒学教授北里海雄
说，共价闭合环状 DNA（cccDNA）使乙
肝病毒能在人体内引发持续感染，且不
能被清除，但目前在新冠病毒基因组结
构中尚未发现可合成cccDNA的区域，长
期感染可能性不大。但新冠病毒感染肝
细胞引起肝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一些人还担心新冠肺炎患者会像
艾滋病患者一样终身带毒、终身服药，
专家也认为没有根据。
“艾滋病病毒 RNA 逆转录成为

DNA后会整合入人体基因组，引起慢性
感染。整合有艾滋病病毒DNA的细胞被
称作‘病毒储藏库’，抗艾药物无法作用于
已整合入人体细胞的病毒DNA。因此一

旦停药，‘病毒储藏库’会重新释放出病毒
DNA引起病毒反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研究学者、艾滋病专家王宇歌说。

可见，“病毒储藏库”是引起慢性感
染的关键，但冠状病毒的正链 RNA 不
会发生逆转录整合，病毒 RNA 不进入
细胞核，不会形成“储藏库”。多数新冠
肺炎痊愈者的免疫系统一旦清除病毒，
病毒将从体内消失，“目前尚无证据表
明新冠病毒可逃逸宿主免疫应答从而
形成低水平缓慢复制”。

此外，动物实验也证明感染过新冠
病毒后可产生抗体，抵御二次感染。
“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已出现 6种

（不包括新冠病毒），前 4种都演变为普

通感冒病毒，而非导致慢性感染性疾
病，最终会被免疫系统从体内清除。”北
里海雄说，新冠病毒是否能长期携带可
能与个体免疫力相关。

不过，英国利兹大学病毒学教授马
克·哈里斯认为，尽管冠状病毒通常会
导致较短期的自限性感染，但有一些研
究文献记录动物身上（主要是蝙蝠）发
现了持续感染现象，因此对复阳患者应
密切进行后续跟踪研究。

那么，为何会出现复阳患者？专
家认为，可能是患者体内病毒在出院
时并未全部被清除，再加上核酸试剂
敏感度和取样问题，容易出现“假阴
性”情况。

由于科学界对新冠病毒仍缺乏足
够了解，专家认为应进行更深入的病毒
生物学研究，对出院患者开展长期健康
监测，以防复阳患者仍有传染性或其他
变化。还应严防新冠肺炎成为季节性
疫情，在秋冬季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彭茜、张家伟）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长期化”

本报刚果（金）布卡武3月24日电

王玺、胡斌报道：当地时间3月24日上午，
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瓦
伦古分遣队修复的卡尼奥拉公路，顺利通
过联刚稳定团工程部验收。

我维和工兵分队去年9月底部署到任
务区后，挑选专业技术精湛的官兵组建瓦
伦古分遣队，进行道路勘察和工程准备。
卡尼奥拉公路修复任务从去年11月开始
启动。该公路是布卡武市连接南基伍省通

向西北各市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缺乏维
护保养。加之瓦伦古任务区自然环境恶
劣，安全形势严峻，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
历经近5个月的艰苦作业，我维和官兵克
服重重困难，彻底完成了修复任务。
“道路修复得很好，现在我们的车辆

可以顺利通行，十分感谢中国维和工兵
所做的一切！”瓦伦古地区行政长官克劳
德在任务结束后对我维和工兵分队做出
高度评价。

我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完成公路修复任务

当地时间3月22日，联马团东战区多哥维和警察部队在梅纳卡市区巡逻

时，一辆装甲巡逻车遭到路边炸弹袭击，5名维和人员受伤。接到上级命令后，

我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迅速展开救治。目前，5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图为伤员被转运至装甲救护车。 本报特约记者 张铁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