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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中国专家组，请留下！”这是塞尔
维亚民众对中国援塞医疗专家组说的
话。近日，自原定 2周的援助计划延长
至 4周后，塞尔维亚政府再次提出，希
望中国专家将返程延期。对此中方表
示，将继续留下为塞方抗疫提供帮助
和支持。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在全球战“疫”的艰难时刻，中国
医疗专家组飞赴世界各地，展开逆行支
援，这是与各国携手抗疫的“中国行
动”，给受疫情困扰的人们带去信心。

出发！准备踏上征程的他们眼神
坚定。4月 16日，在天津、四川，两支中
国医疗专家组分头行动，一队飞往布基
纳法索，另一队启程赴埃塞俄比亚。诸
如此类的场景不断出现，从上海飞往意
大利的罗马，从乌鲁木齐飞往哈萨克斯
坦的努尔苏丹，每一次的出发都带着中
国对各国人民的深切情谊。
“俄罗斯挺住，我们来了！”在一架

俄罗斯军用运输机上，中国医疗专家组
成员用充满力量的话语为俄罗斯加
油。而离他们的座椅不足50厘米处，就
是高高堆起的、几乎占满整个机舱的抗
疫物资。口罩、防护服、药品，这些是每
个医疗专家组都会携带的“随身物品”，
也是中国带给朋友最好的礼物。

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国医疗专
家组给世界带去了温暖与希望。3月，
意大利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中国医
疗专家组迅速驰援。在第一组中国医
疗队抵达罗马时，意外交部长迪马约以
视频直播的方式在网络平台上表示，
“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团结，我们并不孤
单，还有国家愿意帮助意大利”。如今，
中国已先后派出 3批医疗专家组赴意
大利帮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无独有偶。在柬埔寨，首相洪森
也做了一场特殊直播：中国医疗专家

组与中国援助物资同机抵达金边国际
机场。这场直播有 73万人次观看、4.9
万个点赞、2.2万多次转发，中国医疗专
家组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从那句刷
屏留言“欢迎来到柬埔寨，谢谢你们，
中国医生！”中，不难感受到柬埔寨人
民内心的那份感谢与期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捐赠抗
疫物资可解一时燃眉之急，但让民众加
强对病毒的了解并掌握相应防护措施，
同样重要。为此，除了与当地专家交流
防疫与治疗经验、面向普通民众开展防
疫知识讲座外，中国医疗专家组还深入

疫情严重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
具体建议。在巴基斯坦，建设方舱医院
的提议将极大缓解病床资源不足的难
题；在塞尔维亚，“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
的建成，将进一步提高病毒检测能力；在
意大利，血浆治疗法的应用挽救了很多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在逆行援助的日子里，中国医疗
专家组的倾囊相助，让当地人民感受
到了温暖，也增添了信心。那首配着
柬埔寨语歌词的中国传统民歌，那枚
委内瑞拉政府向中国医疗专家组全体
成员授予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

二级勋章，那句伴着《义勇军进行曲》
的“Grazie Cina”（谢谢中国），无一不是
当地人民对“中国行动”的真切敬意。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
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
成整个陆地。在这场战“疫”中，中国医
疗专家们将继续砥砺前行，与各国人民
携手抗击疫情，共同迎接美好明天。

上图：4月16日，在布基纳法索首

都瓦加杜古，布方代表欢迎中国政府

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专家。

新华社发

在全球战“疫”的艰难时刻，中国医疗专家组飞赴世界各地，展开逆行支援——

为世界战“疫”增添信心
■本报记者 李姝睿

生活中我们往往有这种感觉，与一

些三观不正的人没法沟通交流，因为其

言论突破人伦底线，其思维方式突破一

般人想象力。屡屡对中国“泼脏水”的白

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

瓦罗大抵属于这类人。这不，纳瓦罗20

日又大放厥词，称中国或许延误通报早

期疫情信息，目的是抢先一步生产疫苗，

赢得国际商业竞争。

这种“纳瓦罗式思维”无视事实，违

背科学常识。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

的态度，及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

会通报疫情信息。中方的通报有清晰的

时间线，国际专业机构和媒体都有记录。

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首

株新冠病毒毒株；1月8日，中方初步确

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1月9日，将病

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

生组织；1月12日，向世卫组织提交新型

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

共享数据库发布，实现全球共享。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在创纪录

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并同世卫组织

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

稍微懂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新

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的全球共享为全

球开展疫苗研发、药物研究、疫情控制等

提供了重要基础，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可

以据此开发疫苗。因此，包括中美专家

在内，全世界科学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开始研发疫苗。

“纳瓦罗式思维”以己度人，体现了

以利为先的义利观。纳瓦罗的言论表

明，其字典中只有利益与算计，不知东方

文明中“义”的分量有多重。以纳瓦罗为

代表的西方一些政客看不到，新冠疫情

发生后，中国不顾一切抢救生命，果断按

下“暂停键”，坚决实施包括“封城”在内

的各种措施抗击疫情。而在纳瓦罗之流

的脑海中只有利，没有义。在他们眼里，

选票高于疫情，利益高于生命。《纽约时

报》指出，在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在很大

程度上“被政治算计所掩盖”。

“纳瓦罗式思维”颠倒黑白，体现了

“甩锅”的新段位。纳瓦罗作为白宫顾

问，肯定是“聪明人”，不缺乏科学常识。

纳瓦罗之流之所以罔顾事实和科学常识

往中国身上“泼脏水”，并非因为科技素

养不足，而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热衷

于在疫情问题上污名化中国。

纳瓦罗被美国媒体称为“鹰派中的

鹰派”，沉迷于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死

抱落伍的冷战思维不放，为此常常信口

雌黄、危言耸听，炮制过很多偏激危险的

观点。他写的《致命中国》，被美国媒体

评价为“语言煽动、观点片面”，“充满了

仇外的歇斯底里和夸大事实，分不清事

情的因果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纳瓦罗等一些美国

政客为了“甩锅”中国，不断抛出“中国

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

谬论。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许多

西方媒体指出，美政客“甩锅”是为了转

移人们对联邦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疫情

的注意力。

归根结底，“纳瓦罗式思维”体现的

是美西方一些政客身上存在“政治病

毒”，其危害比新冠病毒本身还大。病毒

不除，贻害无穷。世界需要认清“纳瓦罗

式思维”的危害，决不能任由这种“政治

病毒”肆虐，侵蚀全球合作抗疫的大局。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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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战斗机对美军

侦察机进行伴飞

新华社莫斯科4月20日电 （记
者张骁）据俄新社 20日报道，俄罗斯
战斗机19日对美军侦察机进行伴飞。

报道说，俄军当天在地中海中立
水域上空发现正在向其驻叙利亚军
事基地靠近的空中目标，随后一架隶
属俄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地防空部
队的战斗机起飞识别该目标。

俄战斗机确认目标为美国海军
侦察机后，对其进行伴飞，在美侦察
机改变航向后，俄战斗机返回基地。

俄新社援引俄国防部的话报道
说，俄空天军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
际空域使用规则。

叙媒称叙防空系统

击落多枚以色列导弹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20日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 20日报道，叙防空系
统当晚在叙中部霍姆斯省上空击落
多枚以色列导弹。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
20日 23时左右，叙防空系统在霍姆斯
省东部巴尔米拉市上空对来袭的以
色列导弹实施拦截，击落多枚导弹。
报道未提及导弹袭击的具体目标。

另据叙利亚当地媒体报道，以色
列战机当晚向巴尔米拉市附近一处
军事据点发动了袭击。

3月31日，以色列战机曾从黎巴嫩
领空向霍姆斯省东部发动导弹袭击，叙
利亚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多枚导弹。

以色列举行犹太人

遭大屠杀纪念日活动

新华社耶路撒冷 4月 21日电

以色列 20日晚在位于耶路撒冷赫茨
尔山的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举
行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悼念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的犹太人死难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仪式
上致辞说，以色列必须始终为自己的
命运负责，必须拥有“自己保卫自己”
的力量和意愿。他说，新冠病毒改变
了世界范围内的优先事项，也可能改
变中东地区的优先事项，以色列希望
加强与表现“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之
间的联系。

新华社日内瓦4月20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0日表示，世卫组
织及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分享
了新冠疫情信息，有一些美国专家一直在
世卫组织工作。这番话有力反驳了美国
一些人指责世卫组织“隐瞒”疫情的说法。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向
世卫组织缴纳会费，美国还有人说世卫
组织向美国“隐瞒”疫情。但是据了解，
有来自美国政府部门的官员长期在世卫
组织工作，就在 1月份，又有十多名来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到世卫

组织工作。
谭德塞在 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美国疾控中心的人员在，意味着从第
一天起就没有对美国隐瞒过任何事。”

他强调：“所有国家都立刻获得了相
关信息。”

谭德塞 19 日与二十国集团卫生部
长就全球疫情防控召开视频会议时表
示，世卫组织从一开始就拉响了“响亮而
清晰的疫情警铃”，将继续履行协调全球
应对疫情行动的职责，与合作伙伴一道
拯救生命。

世卫组织——

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都及时得到了疫情信息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 4月 20日电

（记者关建武）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联
合工作组 20日抵达比什凯克玛纳斯国
际机场，联合工作组随机携带了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捐赠的一批抗疫医疗
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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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部副部长乌先巴耶夫等到机场迎接。

杜德文表示，联合工作组在中吉两
国人民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赴
吉，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希
望中方专家同吉方专家充分交流，分享

抗疫经验，并为在吉中国同胞提供指导
和帮助。

乌先巴耶夫代表吉政府欢迎并感谢
中方工作组抵吉，高度评价中方在抗疫
斗争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表示吉方愿积
极借鉴中方经验，相信中方工作组将为
吉遏制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在吉期间，联合工作组将为华侨、中
资机构员工、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和留
学生提供疫情防控咨询和指导，并进行
科普教育和防护知识宣传，还将与吉政
府部门、疾控部门、医院和专家开展疫情
防控经验分享与交流。

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工作组抵达比什凯克

新华社雅加达4月21日电 （记者
梁辉）中国政府 21日在雅加达东盟秘书
处大楼向东盟秘书处捐赠一批防疫物
资。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捐赠仪式上向
中方表示感谢，高度肯定东盟与中国在
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合作。

林玉辉表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东盟与中国在国家和区域不同层面积极
开展抗疫合作，通过透明、及时的技术交
流和信息共享，减轻疫情对公共卫生、贸

易和旅行的影响。面对疫情挑战，中方
援助物资无疑将使东盟秘书处的 300多
名员工受益。

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说，在这个
困难时刻，中国始终坚定地与东盟站在
一起。在了解到东盟秘书处缺乏必要防
疫物资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向东盟秘书处捐赠口罩
和额温枪等防疫物资。希望这批物资能
帮助保障东盟秘书处每位员工的健康。

东盟秘书长高度肯定东盟和中国之间抗疫合作

新华社纽约4月20日电 （记者刘国
远）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日登载专栏
作家达纳·米尔班克撰写的文章说，美国
总统特朗普就新冠疫情危机对世界卫生
组织的指责荒唐无理，因为相关证据显示
美国与世卫组织自1月以来就进行着频繁
而广泛的接触，所以美国对与疫情有关的
信息完全掌握。特朗普的指责只能显示
其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应对国内疫情。

文章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的话说，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与中国在
1月疫情严重时共同掩盖新冠病毒的真
正危险，而事实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与

世卫组织驻华官员 1月曾频繁联系与会
面，双方当月至少通话或会面10次。

文章说，2月和 3月，美国官员继续
与世卫组织驻华官员以及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
主任迈克尔·瑞安及率团赴中国考察的
世卫组织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频繁会
面和联系。
《华盛顿邮报》记者 4月 19日确认，

美国派往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的官员也
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并实时向特朗
普政府报告最新信息。所有这些最新披
露的情况都证明美国官员一直在与世卫

组织就疫情问题进行合作，直至特朗普
改变态度，决定将应对国内疫情不力的
责任“甩锅”给世卫组织。

文章说，鉴于美国官员与世卫组织
一直有大量接触、会面与合作，特朗普所
谓的世卫组织“掩盖疫情传播情况，未及
时、透明分享疫情信息”的指责显然是荒
唐无理的。

文章最后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并
未回答我的相关问题。我想我不能责怪
他们，因为以下这个明显的结论是无法
辩驳的：问题不在于信息的缺乏，而在于
总统没有采取行动。”

美媒：美政府对世卫组织的指责荒唐无理

连日来，刚果（金）东部南基伍省地区暴雨不断，多地暴发山洪和泥石流灾害。4月20日，中国第23批赴刚果（金）维和

工兵分队乌维拉分遣队，受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请求，协助当地紧急修筑姆隆维河防洪堤工程。图为官兵利用填石

铁笼修筑防洪堤。 李文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