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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锐观察

连日来，多国政府、政要和国际组

织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

用。当前全球正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刻，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坚持多边主

义、深化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说，如

果不能在各国国内以及各国之间加强

团结，“最糟糕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各种传统

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带来的新

考验，捍卫多边主义、坚持团结合作的

重要性愈加凸显。坚持多边主义就要

支持多边机构切实发挥作用。在这场

全球战“疫”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支持多边主义。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最权

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在应

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世卫组织努力

应对脊髓灰质炎、埃博拉、艾滋病、癌

症、精神卫生问题等疾病与健康问题，

并与各国合作强化卫生系统，改善挽救

生命的卫生服务条件。“健康不仅为疾

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

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组

织法》中的这句话，是世卫组织一直以

来的奋斗目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积

极履行自身职责，为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发挥了中心协调作用。1月22日和

23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1月 30日

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2月组织派遣国际专家小

组赴华了解疫情，在这些关键节点，世

卫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同时，世

卫组织与各国和伙伴合作，开展努力

支持各国的应对能力建设、与伙伴合

作提供疫情准确信息并打击信息犯

罪、努力确保为一线卫生工作者提供

必要的医疗设备、努力培训和动员卫

生工作者、协调加速和疫情有关的研

发等5大抗疫工作，使全世界团结起来

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威胁。

在人类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并

践行多边主义，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和

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协调国际

社会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始终本

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与世卫组织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及时通报疫情信

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

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

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向世卫组织捐款

2000万美元，以实际行动支持其开展

全球抗疫合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中国再次呼

吁各国支持世卫组织。

公道自在人心，国际社会和世界各

国人民也都持同样态度。“77国集团和

中国”近日发表声明，赞赏世界卫生组

织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发挥的领导

作用，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并增加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而在日前结

束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与个

别西方国家指责世卫组织的态度截然

相反，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

领导人一致强调和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应对疫情，表达对世卫组织的高度肯定

和“全力支持”。个别西方国家破坏团

结合作的行径，最终只能让自己成为孤

家寡人。

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全球合作

而非各自为战。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世卫组织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立

场，积极指导协助各国应对疫情，为各

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搭建起专业多边

平台。世卫组织必须得到支持，削弱世

卫组织作用，势必重创国际社会应对疫

情的努力。

当前全球正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国际
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支持多边主义
■许怡真

开普敦港位于非洲大陆西南端，不远处便是
著名的好望角，又称“风暴角”。

2019年 11月 26日，我作为海军第33批护航编
队潍坊舰特战队成员，和战友们一同抵达南非开普
敦港，参加中俄南非三国海上联演。这是中俄南非
三国首次在非洲大陆南部海域举行多边联合演习。

在港岸阶段，我们同俄罗斯、南非陆战队员
进行了技战术交流。作为一名入伍 10年的老兵，
我曾于 2015年在原军区比武中获得二等奖。在
搏击技巧交流中，我代表中国海军陆战队演示了
近身格斗术；俄海军同行则演示了徒手搏击。

当地时间 28 日，联演转入海上实兵演练阶
段。在接收到“解救被劫持船舶”课目演练指令
后，潍坊舰迅速派出搭载特战队员的两艘小艇，
开足马力，直奔目标海域。

在此次演练中，南非海军“阿马托拉”号护卫
舰模拟被劫持船舶。小艇接近护卫舰后，三国海
军陆战队员现场混合编组。我所在的小组组员分
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南非三国，共有 6人。我被
任命为这支混合搜救组的组长。入伍 10年来，我
曾数次参加护航、演习等重大任务。因此，当队长
把打头阵的光荣任务交给我时，我没有丝毫犹疑。
“有没有信心？”
“有！”
表决心容易，要完美做到则需要勇气和实

力。小艇距“被劫持船舶”越来越近，但目标船仍
在航行。要登船解救，就意味着小艇和目标船要
在速度上达到相对静止，我必须利用这段有限的
时间，攀跃登船。

很快，小艇抵达目标船右侧，几乎贴着船体
行驶。瞅准时机，我纵身一跃，攀上了船体一侧
的简易网梯，三下五除二登上了目标船。敏捷的
身手令现场的南非海军导调员啧啧称赞。

很快其他组员也先后登船成功。随后，我又当
仁不让地担任了“一号突击手”，冲锋在前，带领同
组的俄罗斯和南非的队员开展舱室搜索和解救被
劫持人质演练。

两次护航经历，让我对反海盗劫持和人质解
救非常熟悉。每一次航行途中发现可疑目标，每
一次护送中外商船，我都会做好足够准备以应对
一切可能的情况。此次演练开始前，一拿到船体
结构图，我和战友们就进行了充分研讨，对上船后
的路线和战术都胸有成竹。因此，虽然眼前的“阿
马托拉”号护卫舰与在国内训练时的船体结构有
很大不同，我仍然顺利地和组员们一路拾级而上。

然而，在搜索到一间类似于储藏室的舱室时，
一位组员刚破开舱门，一颗来自暗处的“子弹”便
射中了他的小腿。他应声倒下，我连忙组织组员
将他运至安全地带，并对“伤口”进行处理。

这颗“子弹”提醒我们，虽然海盗多数只为谋
财，但不可忽视其危险性。危险的“海盗”和“受
伤”的同伴，更加激起了我的斗志。

留下一位组员照顾“伤员”后，我带领其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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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向沙特华侨华人

介绍新冠疫情防控知识

据新华社利雅得 4月 21日电

（记者涂一帆）中国政府赴沙特阿拉伯
抗疫医疗专家组 21日以视频连线的
形式，向在沙中资机构人员、华侨华人
和留学生介绍新冠疫情防控知识。

该讲座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举
办。在视频讲座上，宁夏回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阮越盛、宁夏
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周玮、宁夏银
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感保健部部长杜
龙敏等专家详细介绍了新冠病毒传播
途径和防控注意事项，提出海外人员
防护建议，并回答了与会者提问。

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向智利移交一批援助抗疫物资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4月21日电

（记者尹南、张笑然）中国驻智利大使
徐步 21日向智利政府移交了一批中
国政府援智抗疫物资，包括口罩、防护
服、红外体温计等。

智利卫生部长马纳利奇在抗疫
物资移交仪式上表示，自新冠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发布病毒基因
序列等有关信息，同智方分享抗疫经
验，并向智利捐助宝贵抗疫物资，他
代表智利政府和人民对中国表示诚
挚感谢。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向中国

赴俄抗疫医疗专家组表示感谢

据新华社莫斯科 4月 21日电

（记者李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
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俄中
友好协会主席梅利尼科夫 21日向中
国赴俄罗斯抗疫医疗专家组表示感
谢。他说，新冠疫情是全球问题，任何
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

梅利尼科夫对新华社记者说，中
国政府向俄罗斯派出医疗专家分享抗
疫经验，俄方表示感谢。从疫情之初，
俄中双方政府与专家保持紧密沟通。
2月初俄方曾向中国派遣医生，如今
中方也向俄方派遣了专家。

中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 21 日飘扬
起中国和瑞士两国国旗。两天前，万里
之外，灯光投射出的五星红旗映照在瑞
士马特洪峰这座欧洲人心中的神山。

感君千金意，还报切切情。千年不化
的白雪见证了艰难时刻中瑞两国携手抗
疫的兄弟情谊。“中国人民在疫情中遭受
了巨大痛苦，此刻正处于恢复期，我们向
他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灯光秀”策划
方、马特洪峰山麓采尔马特市旅游局在官
网上写道，并特别提到友好城市丽江。

相同的雪山情愫让两地人民相隔万
里却心手相牵。2011 年玉龙雪山和马
特洪峰开风气之先，建立友好山峰关
系。患难更见真情，如今在玉龙雪山景
区的马特洪风情园里，“中国丽江——瑞
士采尔马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横幅，

让中瑞两国人民真切感受到守望相助的
温暖。
“光代表着希望，马特洪峰则好似一

座灯塔，我们在用诚意向世界释放信
息。”此次五星红旗秀设计师、瑞士艺术
家霍夫施泰特尔说。为了将这面高达
800米的五星红旗投射到海拔 4478米的
马特洪峰，他和助手冒着夜间零下二十
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野外安营扎寨，克服
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面对疫情肆虐，各国点燃守望相助
的希望之火。不久前在中国抗击疫情最
艰难时刻，多个世界著名地标都以“灯光
秀”的形式，表达与中国团结一心、共克
时艰的愿望。世界第一高楼、阿联酋迪
拜的哈利法塔披上中国国旗；日本东京
塔被“中国红”点亮；伊朗德黑兰的自由

塔上，五星红旗为背景，映衬着“中国加
油”的中文字样……种种温暖之举，也向
世界传递着团结、友爱、互助和希望。

面对疫情肆虐，人们还以歌声和音乐
传递信心和希望。世界卫生组织日前与
公益组织“全球公民运动”共同主办“同一
个世界：团结在家”线上音乐会，筹集到了
超过1.27亿美元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用音
乐发出全球“团结抗疫”的嘹亮呼声。

团结抗疫是暗夜中的希望之光。面
对充满未知的病毒，人类仿佛是在黑暗
中摸索前行。无论是阿尔卑斯山峰还是
玉龙雪山，红旗映照着白雪，让世界在
“至暗时刻”看到更多亮光，让人们携手
抗疫的信心更加坚定。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22日电 记者

凌馨、陈俊侠）

团结抗疫 雪山见证

4月22日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4月15日在荷兰利瑟附近

的福赫伦藏拍摄的郁金香花田。近日，荷兰福赫伦藏的郁金香花田进入收获期。在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为了避免大量

游客前来聚集观看，当地准备提前收割。 新华社发

4月22日，在缅甸仰光国际

机场，缅甸卫生和体育部医学研

究司司长佐丹吞（前排右二）向中

国援缅甸抗疫医疗专家组赠送纪

念品。

专家组 22日结束在缅为期

两周的工作乘机回国，缅甸卫生

和体育部医学研究司司长佐丹吞

等前往仰光机场送行。中国政府

派遣的医疗专家组本月8日抵达

缅甸，专业领域涵盖呼吸、感染、

重症、护理、检验、中医等。

新华社发

员编成战斗队形，继续前往这间舱室。
有了前车之鉴，我一边提醒组员加倍小
心保证自身安全，一边加快速度解救处
于危险中的人质。

经过三国海军特战队员的通力合
作，最终，躲在暗处的“海盗”都被揪出，
而“人质”全部得以安全解救。这时，我
才长舒一口气。

演练结束，直到各国参演队员按计
划分别乘坐各自小艇返回，仍然有友军

远远地向我们这边作出点赞手势。
中国海军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频

繁，我和战友们也走上了愈发广阔的国
际舞台。走向远海大洋的同时，我将更
加注重提升自身能力，补齐自身短板，朝
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发起冲锋。

上图：吉木布千赴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护航期间，执行瞭望警戒任务。

本报特约记者 王冠彪摄

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21日电 （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
干事戴维·比斯利 21日在安理会就冲突
与饥饿问题举行的视频连线会议上警告
说，新冠疫情将使冲突地区饥饿问题加
剧。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疫
情大流行不会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和粮
食危机的灾难。

比斯利说，全世界每天有 8.21亿人
挨饿，另外 1.35 亿人正走向饥饿的边
缘。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分析显示，受新
冠疫情影响，到 2020 年年底，可能还有
1.3 亿人被推到饥饿的边缘。世界粮食
计划署每天都为近 1亿人提供粮食，如
果现在无法向这些人提供粮食，在未来
的3个月里，可能每天会有30万人饿死。

他同时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
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向 78个国家运送了

大批防护设备、测试包和口罩。此外，它
还提供人道主义空运服务，让一线卫生
专业人员、医生、护士和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进入需要帮助的国家。

比斯利强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需
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全球停火至关重要，
需要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
够迅速和不受阻碍地向所有脆弱社区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此外，需要为这些援
助行动提供必要资金。粮食计划署敦促
捐助者加快提供已经承诺的 19亿美元
资金，并额外提供 3.5亿美元，以建立一
个物流中心和运输系统网络，保证人道
主义供应链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当天
在此次视频连线会议上强调，广泛的冲
突和不稳定导致粮食不安全，而减少或
防止冲突能够减少和防止饥饿。

联合国警告新冠疫情将加剧冲突地区饥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