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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致电

祝贺老挝人民革命

党成立 65 周年

习近平同纳米

比亚总统根哥布就

中纳建交 30 周年

互致贺电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
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

当下，猝不及防的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全球 。人们感受
到，人类休戚与共的现实这般
真切，人类同舟共济的必要性
这般强烈。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越发凸显出其高
瞻远瞩的时代价值。

病毒不分地域、种族、国
籍，正危及无数人生命。危难当
头，一股股跨越山海的人间暖
流，冲破语言隔阂、克服文化差
异，构筑起共御病毒“心的长
城”。

守望相助，闪耀文明光辉

“长江上边有大桥，大桥
边上黄鹤楼 ，不管风雨有多
少，脸上带着笑……”一首改
编的中文歌曲《你笑起来真好
看》，伴随着美国卡斯卡德小
学四年级学生纯净的童声，飞
越太平洋，为战“疫”中的中国
人民送上鼓励和祝福。

犹记得，东京街头，瑟瑟
寒风中为武汉募捐的日本“旗
袍女孩”。日韩的“风月同天”、
伊朗的“与子同裳”，巴基斯坦
“没想后路”倾国相助、蒙古国
送来 3 万只羊……民心相亲
的共情暖流，从四面八方涌向
抗疫中的中国 ，一桩桩一件
件，中国人民永记心上。命运
与共，这一人类的朴素情感，
在危难之时绽放人性光辉。

如今，中国情况稍缓，世
界多国形势危急，中国人民毫
不犹豫，伸出援手。对韩捐赠
物资上，印有“道不远人，人无
异国”；运往意大利的物资上，
印有歌剧《图兰朵》一段咏叹
调的歌词和曲谱——“消失
吧 ，黑夜 ！黎明时我们将获
胜”；运往法国的物资上，写着
“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和雨果
的 名 言“ U N I S N O U S
VAINCRONS（团结定能胜
利）”……一句句凝练人类文
明与智慧的寄语，跨越时空，
触发心灵的共鸣。

担当勇为，彰显信心力量

近日，一名意大利女孩的
画作触动了无数中外网友的心。她的笔下，一名中国医护
工作者与一名意大利医护工作者倾力用身体共同扛起意
大利版图。

当前，在全球战“疫”最焦灼的时刻，多批中国医疗专
家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意大利街头响起中国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居民高呼“Grazie Cina”(感谢中国)；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机场迎接、以“碰肘”致意中国医疗队
员……一幕幕真情流露，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世界回响。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
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诊疗经验。截至目前，
中国已宣布向 82 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
助，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从
政府到民间，从物资援助到技术合作，传递着同舟共济
的中国情怀与担当。

两个月来，从与外国政要通话、致函再到会见，中国
领导人自始至终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抗击疫情的坚
定信念，传递出中国人民在决心战胜本国疫情的同时为
全球抗疫作出贡献的大国担当。“我们将慎终如始，力争
尽早全面彻底战胜疫情，为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信心”“中
方愿为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作出更多贡
献”。

针对中国的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向遭受
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
典范。”世卫组织和多国政要积极评价说，中国不仅有效
控制了国内疫情，也为世界赢得宝贵时间，为保护世界人
民健康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命运与共，携手化危为机

日内瓦夜幕下，“晚 9 时鼓掌”成为当地居民每日“打
卡”的活动，人们在阳台和窗前，向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
鼓掌致敬。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感慨：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时刻！日内瓦深夜的掌声证明，只
有团结起来，才能击败新冠病毒。”

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
的武器。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
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二十国集团（ G20）日前发表

《二十国集团协调人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再次向外界
发出团结合作的强烈信号。中方表示，愿继续通过 G20
等多边机制平台，同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同心抗疫。

病毒虽一时阻断了人际正常交流，却阻隔不了地球
村天下一家的心灵感应。从意大利到巴西，人们在社交媒
体上发起“阳台音乐会”快闪活动，以掌声鼓舞信心，以音
乐传播力量。

阳光总在风雨后。所有不能打败你的，终将使你更强
大。相信只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同舟共济，全
球战“疫”胜利的曙光不会遥远。

（记者杜白羽）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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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这是以生命赴使命的热血担当——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4 . 2万名白衣天使奔赴荆楚，
各地医务工作者同心聚力，在同病魔的较量中
立下头功。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白衣天使一次
次同时间赛跑，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挽回生命，不
愧是最美的天使、真正的英雄，不愧是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

日夜守护重症患者，只为了一个个生命

“没有他们不分昼夜地守，就没有我们的
命！”现已脱离危险期的陈先生和王先生都已撤
掉呼吸机，对日夜守护他们的程医生、林医生充
满感激。

他们口中的这两位医生，就是武汉市第六
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林杰和程波。

1 月 19 日，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正在
武汉协和医院进修的林杰作为市六医院第一梯
队“参战人员”进入医院隔离病区。

“兄弟回来了，我必须助他一臂之力！”就在
林杰上前线的第二天，医院综合三科医生程波
也紧随其后，在第一线并肩作战。

隔离病区并不嘈杂，却充满着危险，这里没
有硝烟，却是与死神搏斗的前线。

1月 21日晚 11点，外科 12楼隔离病区 7
床陈先生的监护仪报警。此时，他高烧一周未
退，呼吸困难、嘴唇发紫、血氧饱和度只有 80，
情况十分危急。

“马上上呼吸机，加大氧流量……”正在病
区值守的程波迅速决断，立即抢救。

这边患者还没有脱离危险，另一边病房里
28岁的王先生也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林
杰发现后，马上实施无创呼吸机等措施迅疾抢
救，并密切盯守着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不敢
放松。

直到凌晨 4 点，看着两位患者血氧饱和度
上升到 90，两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整整两个多月，医院外科 12楼就是两人的
阵地。他们不言辛苦、并肩战斗，坚守在隔离病
区，连医院大门都没有出过。

“守在患者身边，我才感觉踏实！”林杰一句
简简单单的话，却让人闻之泪目。

在武汉抗击疫情前线，还有很多临时组队
的“抗疫组合”，杨建中和周晨亮的“黄金搭档”
就是其中一组。

“9mm，大瞳孔，生命濒危，如轰塌的大厦，
快得让人混沌哀嚎，来不及反应或者思索，此
时，真想让生命多留一会儿……”3月 16日，44
岁的杨建中在微信朋友圈写下《 9mm》这首
小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是收治重症
患者的定点医院，10 多支外省份医疗队在这
里日夜奋战。其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急救创伤中心急诊内科主任杨建中带领
的“重症小分队”，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区重症医学科主任周晨亮团队协同作战、挽
救生命。《 9mm》诗中所述情形，就是他们在
战斗中惊心动魄的一次。

“那天查房的时候，我把手搭在病人脚背上
测脉搏，发现上面已布满紫癜，经快速评估后，
认为虽然患者血压正常，但实际上已经处于休
克状态。在立即给予液体复苏等积极治疗后，
30 分钟后病人突然心率下降、血压下降、瞳孔
扩散，我当时量了一下，9毫米，散到边了。”

杨建中说，这在临床医学上非常罕见，好在
病人心跳还在。经过长达 5个多小时的抢救，患
者的血压总算稳住了。

自那一天开始之后的半个月时间，这对“抗
疫组合”带领着两个团队，日夜守候观察患者病
情变化，随时调整救治方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患者病情稳定中好
转，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患者需要气管切开。医

院“气切小分队”随即赶来实施手术，杨建中
在一旁协同配合。“我和周晨亮主任达成了默
契，插管、气切这类高危操作，尽可能不是我
上就是他上，我们要保护年轻医生。”杨建
中说。

手术后，病人病情仍然凶险。为了确保
患者及时得到救治，那段时间里，杨建中和
周晨亮这对“黄金搭档”及其团队成员，轮流
守在病人身边，盯着监护仪器上患者生命体
征的细微变化，一点点调着参数，硬是把病
人的命“守了回来”。

从“辨证施治”到“一人一方”，尽

全力治愈患者

8 个软抄本，6 个病区，200 多个名字，
症状、用药、检查报告……在湖北省黄石有
色医院，这些持续更新的软抄本记录着江苏
对口支援黄石医疗队 3 名队员对患者的
用心。

“这个病人是 7楼 37床”“该患者 77岁，
因为没有人陪护入院后一直情绪低落”“这位
男患者因为床睡着不舒服给他换了病
房”……说起每名患者姓名和情况，江苏省中
医院呼吸科副主任魏瑜清清楚楚。

记住所有患者名字和情况，靠的不是“最
强大脑”，而是无数次的接触、沟通。

2月 11日起，魏瑜和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李晔、江苏省中医院主管护师高娟
一道，在战“疫”一线奋战，每天工作超 8
小时。

刚来时，面对近 190名在院患者，三人花
了三天时间对所有患者情况进行梳理，每名
患者情况记在本上、烂熟于心。不仅如此，他
们还将几例有转为重症苗头的患者及时转
院。“绝不能让病人任何症状变化从眼皮子底
下溜走。”魏瑜说。

在这家医院的确诊患者均为轻症和普通
型，三人分工合作，对重点病人采取中医辨证
施治——魏瑜问询病人症状，高娟仔细记录，
李晔为病人舌苔拍照。根据患者的不同病症，
治疗小组尽可能地对所有病人采取“一人一
方”。

打开李晔手机里的图库，满屏都是病人
的舌苔照。“一个病人不止一张”，李晔说，多
拍几张，是因为戴着护目镜常常有水汽，怕看
不清病人的舌苔，而舌苔的特征对医生对症
开方非常重要。

不仅医病，同时“疗心”。一位女患者 5次
胸部 CT 都显示肺部炎症基本吸收，却总是
持续低烧。问诊发现，因为挂念家中孩子，病
人心情着急烦闷。医生在积极开导的同时，在
中药里添加疏肝解郁药，经过几天治疗，患者
情况明显好转。

“从医 20年，黄石的工作经历注定难忘。
第一次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第一次戴着 3 层
医用手套号脉……看着患者的病情不断缓解
直至康复，真的很欣慰！”魏瑜说。

坚持到胜利那天，摘下口罩定格

最美笑容

2 月 5 日早上，武汉街头，刚刚值完 12
小时夜班的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 护士张美
玲突然眼前一黑，倒在了回酒店的路上。

等她转醒时，鼻梁一阵剧痛。拍了 CT确
诊是骨折，但由于医院上下都扑在抗击疫情
上，一时无法手术的她，只得咬牙坚持。

这坚持意味着什么？每次进病房戴护目
镜，都有如刀割在鼻子上那般难受，但她并没
有提出撤下火线。2 月 15 日，在医院的多方
协调下，张美玲接受了矫正手术。

手术之后，张美玲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能戴护目镜了吗？”医生嘱咐说，戴口罩一
定要小心，护目镜暂时肯定不能戴，最好休
息。 （下转 2 版）

用电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
计”。

3月份以来，我国发用电量明显回升。3月
17 日，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179 亿千瓦时，较 2
月底提高 10 . 8%，较去年同期增长 1%，日发电
量实现今年春节以来首次正增长。

专家表示，从“持续低位”到“陡然上蹿”，数
据之变反映了中国经济强大的修复能力和强劲
动力。随着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企
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
国民经济正加速向常态回归。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下降 8 .2%。

“按照往年，日发受电量在春节后逐步回
升到正常水平，而今年受疫情影响 2 月上旬
依然维持低位。但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以
及一系列对冲政策措施落地，日发受电量开
始逐步增加，尤其是 2 月下旬出现显著回升，
3 月份继续上蹿。”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
师单葆国说。

3月 17日，国家电网 26个省份经营区域，
日发受电量已恢复到节前水平的 83%，基本接

近去年同期规模。3 月 18 日，南方电网全网
最高负荷达 1 . 43亿千瓦，日发受电量 28 . 22
亿千瓦时，均超过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0 . 05%、0 . 94%。

大国经济有韧性，潜力释放有空间。数据显
示，当前企业复工复产取得了积极成效，疫情对
经济运行的影响总体上是短期的、可控的。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疫情对经济造
成了较大的短期冲击，但我国拥有雄厚的物
质技术基础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应对疫
情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

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
在单葆国看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扩散蔓延，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多外部
风险挑战。不过，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并未改变，加上更多对冲政策有望出台，前期
被抑制的经济活动将有序释放和回补，我国
经济运行将回归常态。

“预计二季度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实现
正增长，下半年增速继续提高，全年保持稳健
增长。”他说。 （记者姜琳）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发电量首次正增长！经济运行现“暖”意

他们 ，白衣执甲逆风行
习 近 平 致 敬 的 战“疫”英 雄

据新华社广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丁乐）广
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22
日公布通告称，要做好
国内抵穗人员分类管
理，湖北低风险地区持
湖北健康码绿码人员可
有序来穗返穗。

《广州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关于继续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告》要求，做
好国内抵穗人员分类管
理。外地人员及本市居
民应积极配合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港口码头
等运输经营单位的服务
管理，自觉接受体温检
测。抵穗当天应及时通
过“穗康”微信小程序申
报或向所在单位及社区
（村）报告。

通告称，湖北低风
险地区持湖北健康码绿
码人员可有序来穗返
穗，高风险地区和中风

险地区人员、持红码或黄码人员以及未申报
湖北或广东健康码人员不得来穗返穗，擅自
来穗返穗人员抵穗之日起进行核酸检测和实
施 14天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隔离期间
一律不得外出，14天后无症状且再次核酸检
测为阴性的，方可解除医学观察。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食宿费用自理。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
员违反规定的，转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承
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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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

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

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以及各个方面的同志们表示崇高

的敬意；3 月 2 日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向奋斗在疫情

防控科研攻关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致敬，那些在抗疫一线不惧风雨、英勇奋战、奉献坚守乃至献身的英雄！

自 3 月 22 日起，新华社开设“习近平致敬的战‘疫’英雄”栏目，每天选取一

个群体，推出一组集束式报道，生动反映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不惧风雨、顽强拼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奋斗历程。

▲湖北当阳市坝陵办事处群华村的农田景象（ 3 月 21 日摄）。近日，湖北当阳市农业生产
和农产品加工加速恢复。截至 3 月 19 日，当阳市 86 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复工复产率为
84 . 9%，51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有 48 家复工复产，占比达 94 . 1%。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湖北：农业复产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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