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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抗疫锐观察

4 月 26 日，郑州国际陆港，一箱箱
防疫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纸箱侧面书
写着“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八个大字。
这是中国捐赠欧洲的抗疫物资，36万余
只口罩和 1万套防护服搭乘中欧班列
运往欧洲。

同日，在山东济南，一趟载有 2100
万只防护手套的中欧班列准备就绪，准
备启程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风雨同舟，中欧班列奋力奔驰在亚
欧大地上。作为连接国际贸易运输的
黄金通道，中欧班列保持安全高效通
畅，为欧洲国家及时获得医疗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开辟了绿色通道。截至 4月
18 日，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运防疫物资
44.8万件，共计 1440吨，送达意大利、德
国、荷兰等多国，并以这些国家为节点
分拨到欧洲其他国家。
“X8090次中欧班列预计 9时发车，

请尽快将 42辆车取出！”4月 26日凌晨，
一手持调度计划、一手拿着对讲机指挥
协调的管道年，已在岗位上忙碌了一整
夜。作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的一
名调度员，确保中欧班列安全正点开行
是他的首要任务。如今，中欧班列复工
率已达 90%以上，繁忙有序也成为各地

的共同风景。在连云港，智能化龙门吊
远程操控系统全面开启快速高效的“无
人作业”模式；在沈阳，一辆辆满载的大
货车正排队进入海关查验平台。中欧班
列从起点开始加速，不断为战“疫”助力。
“阳光总在风雨后”“加油，斗牛士

们！加油，西班牙！”4月 6日，一趟悬挂
着暖心横幅的“义新欧”（义乌-马德里）
班列汽笛长鸣，缓缓驶进西班牙马德里
场站。16个日夜的飞驰、13052公里的
行程、一箱箱防疫物资、一句句鼓舞人
心的话语，传递着中国对西班牙抗击疫
情的支持。而 4月 14日，从武汉出发的
中欧班列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向世
界传递了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能够得以保障的信息。

疫情阻挡了人们走出家门的脚步，
也让国际货物运输愈发困难。在此艰
难时刻，中欧班列成为中欧抗疫“大动
脉”，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
强有力的物资运输支撑。

4月 12日，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
斯的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邮政
号”，不仅为欧洲送去了急需的抗疫物
资，还带去了随后分拨至其他欧洲国家
的整整 42 个集装箱的国际邮包，为运

送疫情期间积压的国际邮包开辟了新
通道。

而与立陶宛相邻的波兰，也同样收
获了中欧班列载去的物资。“许多企业
都依靠中欧班列送来的零配件开展生
产。”中欧班列波兰运营企业——哈特
兰斯物流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格泽
拉克说，“疫情期间，中欧班列不仅带来
了防疫和生产物资，也为当地企业带来
了信心。”4月 23日，装载有 350多吨、50
个集装箱邮件的中欧班列（义新欧）“中
国邮政号”顺利抵达波兰。

万里尚为邻，相助无远近。一趟趟
飞驰的中欧班列，不仅给沿线国家抗击
疫情带去信心，同时也是提振世界经济
的“助力器”。无论疫情多么严峻,这一
趟趟体现着团结互助精神的中欧班列
却会始终带着希望而来。

上图：4月14日，在立陶宛首都维

尔纽斯，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邮政

号”在卸货。中欧班列（渝新欧）“中国

邮政号”12日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

斯，为疏运新冠疫情期间积压的国际邮

件开辟了新通道。

新华社发

在全球抗疫的艰难时刻，中欧班列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
供了强有力的物资运输支撑—

中欧班列带来了信心
■本报记者 李姝睿

据新华社莫斯科 4月 27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7日表示，指责攻击世界卫生组织是
不公平的。

俄罗斯媒体当天援引拉夫罗夫
的话报道说，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
构是相关领域内不可替代的多边合
作机制，这也完全适用于世卫组织
的工作。俄方认为，攻击世卫组织、

试图将当前事态归咎于世卫组织，
完全不具建设性并且是不公平的。
俄方与大多数国家认为，世卫组织
在危机所有阶段表现专业，提前采
取措施并向所有国家公布了信息与
建议。

拉夫罗夫表示，新冠疫情属于全
球挑战与风险，没有国界之分，需要团
结以共同应对。

俄外长：指责攻击世卫组织是不公平的

新华社比什凯克 4月 27日电

（记者关建武）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联
合工作组 27日圆满完成任务启程回
国。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
文、吉外交部副部长阿布德拉赫曼诺
夫等赴机场为工作组送行。

杜德文感谢工作组全体成员的辛
勤付出以及为在吉中国留学生、华侨
华人和中资企业做好防护工作所进行
的专业指导。她高度评价工作组积极
与吉方专家进行交流，分享中国抗疫
经验，为加强中吉抗疫合作，以及为深
化两国传统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阿布德拉赫曼诺夫代表吉政府对
工作组表示感谢，强调吉方愿同中方
继续加强抗疫合作，进一步深化吉中
友好关系。

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工作组
20日抵达吉首都比什凯克。

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
联合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4月28日电

（记者王薇、聂云鹏）中国政府派遣的
赴科威特抗击新冠疫情医疗专家组
27日深夜抵达科威特，以协助科方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科威特卫生部负责医疗支持服务
事务的助理次大臣法瓦兹·里法伊在
科威特国际机场迎接专家组时表示，
科方期盼专家组的到来，这是中国人
民对科友好情谊的真切体现。在世界
遭受疫情困难时，中方伸出援手，这是
可敬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抗疫医疗
专家组抵达科威特

新华社华盛顿4月27日电 （记
者孙丁、刘品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埃利奥特·恩格
尔 27日说，他当天启动一项针对特朗
普政府暂停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决
定的调查。

恩格尔在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
信中说，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总统特
朗普在此时决定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
会费起反作用、置生命于风险中。现
在形势危急，攻击世卫组织会使疫情

雪上加霜。
恩格尔在信中要求美国国务院在

5月 4日傍晚前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提供有关此决定的记录和信息。

特朗普 14日宣布，美国暂停向世
卫组织缴纳会费，并要求对世卫组织
在疫情中的行为问责。蓬佩奥日前
称，美国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向世卫组
织缴纳会费，甚至不排除组建替代机
构。这些言行受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
内专业人士的批评。

美众议院就政府暂停缴纳世卫会费启动调查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

蔓延，美国疫情几近失控，累计确诊

病例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大疫当

前，美国政府本应以生命为本，全力

抗击疫情。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

热衷于“甩锅”推责，将“积极攻击中

国”作为疫情危机下的大选攻略，甚

至异想天开地打起了向中国“索赔”

的算盘。

于是，伴随污名化中国的“中国

起源论”“中国责任论”而来的，是一

波针对中国的诬告滥诉。先是一些

信奉“不成功，也成名”生存法则的

美国律师，在佛罗里达等数州联邦

地区法院发起多起“集体诉讼”，然

后是密苏里和密西西比两州总检察

长以公职身份“状告”中国。滥诉对

象已从中国政府延伸至专家学者个

人，诉由五花八门，诉求则从“追究

责任”扩展至天价赔偿。借疫情诬

告滥诉他国，有违法理和事实，荒诞

之举令世人不齿。

首先，此类所谓的“集体诉讼”

是典型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

剧，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汤

姆·金斯伯格指出的那样，这些针对

中国的一系列诉讼完全出于政治目

的，是美国右翼政客试图通过聚焦

中国来掩盖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

据美国媒体披露，4月 17日美国共和

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曾出台内部备

忘录，敦促本党大选候选人在回答

任何有关新冠疫情的问题时，要坚

持“甩锅”中国的“抹黑攻略”。随

后，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于 4月 21

日率先以公职身份对中国政府提起

民事诉讼，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紧

随其后。共和党的“抹黑攻略”与两

州总检察长的诬告滥诉，一前一后，

这难道仅是巧合吗？

分析在美国法院现有各“索赔”

案件的起诉文书，原告蓄意以各种

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恶意揣测为

诉由，言辞极具煽动性，洋洋洒洒数

十页，除了大量罗织莫须有的“罪

名”外，既没有提供任何可裁判的事

实证据，也没有法庭管辖权的适当

依据，巨额索赔的诉求更是异想天

开，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方面，

均经不起推敲。可以预见，此等滥

诉诬告，在任何良法善治的国家都

不可能得逞。

其次，新冠病毒起源地问题与国

家责任问题在法律上毫无关联性，

国际法上不存在病毒起源地国家责

任的任何规定。新冠病毒的源头至

今依然是一个谜，愈来愈多的科学

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自然，不排

除有多个源头和变异的可能性。最

终的结论有待于科学界进一步的探

索和持续的努力。即使未来确定了

病毒起源地，国际法上既无条约也

无先例要求病毒起源地国承担其他

国家的抗疫损失。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不分种族。从本质上说，突发

大规模流行疾病疫情，属于世界公

共卫生事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

力”，因而不存在所谓的疫情首发国

的“国家责任”问题。新冠疫情“中

国责任论”出笼后，在国际法学界应

者寥寥，即是明证。

再次，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中国政

府“隐瞒疫情”和“不作为”的客观事

实。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牺牲巨大、贡

献良多，有功无责。国际社会普遍公

认，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

所罕见。正是由于中方果断采取“封

城”等防控措施，以及中国人民做出的

巨大牺牲，才有效减缓了疫情向世界

其他国家蔓延的速度，为国际社会抗

疫争取了宝贵时间。中方始终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第一时间对外发布疫

情信息，第一时间对外分享病毒基因

序列，第一时间对外开展抗疫合作，充

分及时有效地履行了《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的义务。中国对美国没有实施任

何国际不法行为，中国的防疫抗疫行

为与美国疫情损失之间也没有任何因

果关系。美国最早获知中国的疫情信

息，并一直获得持续的更新信息，完全

有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新冠疫情的

蔓延。

最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美国法院对主权国家没有司法管辖

权。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和国

家豁免原则，一国国家、政府及其财

产不受另一国法院的司法管辖。在

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些诬告滥诉案中，

由于“被告”并不是普通民事主体，作

为外国政府，法院需要首先判定被告

是否适用主权豁免原则。尽管诬告

案的炮制者们分别主张适用恐怖主

义例外、商业例外和侵权例外规则，

但是在法律上均难以成立。美国法

学界普遍认为，此类诉讼通常是徒劳

的。为了绕过法律对美国法院管辖

权的限制，一些政客企图进一步在美

国国会推动立法取消中国的主权豁

免权，但国会必须要考虑由此可能产

生的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美国一些政客的诬告

滥诉，毫无事实依据，有违基本法理，

也不利于国际合作抗疫大局。大疫当

前，人命关天，攻击抹黑他国不能挽回

浪费的时间和逝去的生命。奉劝美方

某些政客，与其无中生有地指责污蔑

中国，还不如把心思用在救人性命这

件大事上。

（作者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

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

大疫当前，美国一些政客不全力抗疫，却借疫情诬告滥诉—

荒诞之举令世人不齿
■黄惠康

本报舟山4月28日电 江山、记者刘亚
迅报道：海军第 35批护航编队 28日从浙江
舟山某军港解缆启航，前往亚丁湾、索马里
海域接替第34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这次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太原舰、导
弹护卫舰荆州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巢湖舰组
成，携带舰载直升机 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
任务官兵共 690 余人。除巢湖舰执行过护
航任务外，太原舰、荆州舰均首次执行亚丁
湾护航任务。

任务准备期间，编队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科学筹划、周密组织，细化完善方
案预案，针对性开展武力营救被劫持商船、
反恐反海盗和实际使用武器等直前训练，进
一步锤炼和提升了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图①：第35批护航编队舰艇缓缓驶离
码头。 温子东摄

图②：4月28日，浙江舟山某军港，第35
批护航编队官兵在甲板列队站坡。

江 山摄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①①

②②

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记
者梅世雄）应黎巴嫩军队请求，经
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

黎军提供了医用口罩、防护服等抗
疫物资，上述物资于 4月 28 日从港
口启运。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黎巴嫩军队提供抗疫物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