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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商婧）
当前，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疫情发展的凶
猛势头让许多国家受到严重冲击。据世界
卫生组织数据，截至 21 日，1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26 万
人被感染，死亡病例过万。

患难见真情。中国在做好国内防控工
作同时，积极开展合作、分享经验、提供帮
助，与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身处疫情漩涡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
以实际行动向全球传递信心和力量。

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

面对全球疫情，中国领导人强调，人类
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
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
的武器。

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价值。目前，欧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
“震中”。危急时刻，中国向意大利、塞尔维
亚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一周内两次组织
召开视频经验交流会，先后与中东欧 17 国
以及法国、葡萄牙、丹麦等 10 多个国家分
享中国最新研究成果、防疫理念及综合举
措等，送去抗疫一线的宝贵经验。

“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积累
了丰富而宝贵经验，可以帮助欧洲少走弯
路。”法国居斯塔夫·鲁西肿瘤研究所肿瘤
学家让-皮埃尔·阿尔芒会后说，中国积极
组织召开疫情经验交流会，中国专家在会
上有问必答，展现了中国政府和医学界的
开放态度以及与世界分享经验的意愿。

“特别有用，特别及时。”波黑塞族共和
国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助理、塞族共和
国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协调组组长阿梅拉·
洛利奇由衷表示。两个“特别”，道出许多参
会人士心声。

欧洲精准医学平台首席执行官、免疫
学家鞠丽雅说：“事实证明，大范围监测和
筛查疑似病例，实行有效隔离和救治，是遏
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方法。中国经验值得欧
洲借鉴。”

此前，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已同
欧盟委员会健康总司、欧洲疾控中心专门成
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专家组，进行数次
电话会，就欧洲各国和中国的疫情最新进
展、防控措施、诊断筛查等问题进行深入交
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经验分享和技术交
流，共同抗击疫情，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公共
卫生安全。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与欧洲呼吸学会
负责人进行视频连线，向欧方介绍中国抗
击疫情的成果和经验。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中国也在与受
疫情冲击国家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在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非
洲，疫情发展呈不断上升态势。18 日，中国
同非洲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行专家
视频会议，24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疾控中心
的近 300 名官员和专家通过网络参会，会
议持续 3 个半小时。中国医疗卫生专家和
海关部门官员分享了有关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信息和经验，支持非洲抗击疫情。

非洲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研究所负责人
拉吉说，中国疾控中心一直在与非洲疾控
中心密切合作，为最近成立的非洲新冠病

毒特别工作组提供帮助。
非洲疾控中心副主任欧玛深有感触：这次视频会议可以让非洲

国家更好地学习和利用中国经验，更好地防控疫情。肯尼亚卫生部长
穆塔希·卡圭说：“就知识共享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相信这些
丰富的知识将会帮助我们的人民。”

——在万里之遥的南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中国上海的专家以
视频会议送去一手的防控、治疗信息和经验。“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
会议。我们在这两个小时学到的经验，将帮助我们挽救许多哥斯达黎
加人的生命。”哥国家儿童医院院长阿格达斯如是说。

——在中东地区，中国急人之所急，派出经验丰富的医疗队深入
伊朗和伊拉克，带去宝贵经验和必胜信心。在中国赴伊朗专家组帮助
下，伊朗根据国情，建立了一套群防群控体系，同时还修建了伊朗版
方舱医院，以应对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

——在邻邦韩国和日本，中国倡议的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
频会议达成重要共识。通过外长会，中方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建议三
国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各自抗疫成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青
山一道、同担风雨”，成为近一时期中日韩三国友好互助的生动写照。

阳光总在风雨后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危机，
是对全球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各方应注入更多正能量，站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高度，共筑捍卫生命安全的防疫之墙。

全球战“疫”中，中国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
中国抗疫重镇武汉已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说，“武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即使是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也
能扭转。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武汉向世人表
明，我们可以抑制这种病毒，可以打破传播链，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努
力、团结、协作，众多积极抗疫的社区、勇敢的医护人员、正常运转的
供应链，以及各方的承诺。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为全球防控疫情争取了
宝贵时间。当疫情在多国多点暴发时，中国分享经验、开展合作，已与
全球 100 多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
案等多份技术文件。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
险挑战。中国与世界携手战“疫”，必将驱散阴霾，共同迎来战胜疫情
的曙光。

（参与记者：徐永春、张琪、张修智、曹凯、王守宝、张玉亮、范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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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3 月 21 日电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
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1 日 18 时（北京时间 22 日 6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30 万例，达到 303180 例；全球死亡
病例达 12950 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
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数据显示，除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过万的
国家有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德国、伊朗和法国。

全 球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破 3 0 万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3 月 21 日电（记者石中玉）中国援
助塞尔维亚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 6 人 21 日晚乘专机抵达
塞首都贝尔格莱德，由中国政府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同机
抵达。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到机场迎接，并与专家组成员“碰
肘”致意。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以及塞卫生部长隆查
尔、国防部长武林等官员参加了迎接仪式。

武契奇在致辞中对中国的帮助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中
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表示感谢。他说，对
塞尔维亚而言，中国专家组和医疗物资“极为重要”，可

以“挽救生命”。在塞尔维亚最为困难的时刻，中国表现
出了友谊。

陈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抗击疫情的
时候，塞尔维亚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紧
急医疗物资援助，并组织音乐会声援中国。

她说，中塞两国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有着钢铁般的友
谊。如今，塞尔维亚面临重大疫情冲击，无论是在物资储备，
还是医务人员经验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缺口。中国政府决定
向塞方派遣专家组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鼓
舞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专家组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广东省卫健
委选派，成员分别来自广东省疾控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包括传染
病防治、呼吸与危重症、感染、心理等专业。专家组表示，将
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协助塞尔维亚抗击疫情，坚决完成援助
任务，不辱使命、为国争光。

据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介绍，中方共向塞方捐赠 16
吨、120 立方米医疗物资，包括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将
分两批送达塞尔维亚。在当天抵达的首批物资上用中文和
塞尔维亚文书写着“铁杆朋友，风雨同行”的字样。

中国抗疫专家组抵达塞尔维亚

中中国国援援助助物物资资运运抵抵埃埃塞塞支支持持非非洲洲 5544 国国抗抗疫疫

新华社记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 21 日晚，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累计接近 2 . 7
万例，累计死亡 340 例，近几日每日新增数千例。目前美国
的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检测量不足、防护物资短缺……
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前期应对措施不足，病毒检测工作出现
滞后，目前控制疫情蔓延的任务相当艰巨。

病毒检测滞后

广泛而准确的病毒检测被认为是有效控制疫情的关
键，但自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核酸检测不足的问题一
直饱受美国民众诟病。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开发的试剂盒早期出现失
误，并且此前设立的检测标准非常严格，只有具有严重呼吸
系统疾病和明确病毒暴露史或相关旅行史的病人才有资格
进行检测，以至于普通民众难以获得病毒检测的机会。由于
大量样本在检测机构积压，许多检测结果要拖延很久才能
公布。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各地获取检测的机会不平衡，
病例不多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检测，但在一些“重灾区”，要得
到检测极为困难。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坦
言，美国目前的检测能力尚不能满足需求。

洛杉矶和纽约公共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公告称，由于
检测设备短缺，目前仅能检测那些需住院治疗的新冠肺炎
感染者，轻症和无症状的患者不在检测之列，因此也不会
计入确诊病例中。洛杉矶公共卫生部门表示，正将防控战
略从“控制病例”转向“减缓传播和避免高发病率和高死
亡率”。

“准确筛出感染者是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哈佛大学
流行病学副教授迈克尔·米娜认为，“目前的检测能力与我
们应有的水平相去甚远，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很盲目。”

医疗物资短缺

随着新冠病例的持续增多，美国各地医疗机构防护物
资出现紧缺，许多医护人员陷入“赤膊上阵”的困境。

据《纽约时报》报道，全美数十名医护人员被确诊，数百

名医护人员被隔离。许多医护人员在受访时表示，让他们感
到焦虑和“扎心”的不仅是防护物资的匮乏，还有疾控中心
的“信息误导”。美国疾控中心此前建议医护人员检查和治
疗新冠患者或疑似患者时戴 N95 口罩，穿戴防护服、手套
和护目镜；而最新指南称，鉴于 N95 口罩供应短缺，外科手
术口罩是“可接受的替代品”。

美国护士协会致信国会表示，疾控中心的建议让人忧
虑，这给一线医护人员造成了信息混乱，也无助于解决设备
短缺问题。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目前亟待提高医院的收
治能力，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床位，还要寻求其他
安置病人的场所，以应对病患激增的需求。

五角大楼 20 日宣布，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计划将空置的
旅馆、大学宿舍和其他设施改造为重症监护病房，配备上万
临时病床，先在纽约实施，下一步推广至加州及其他州。

抗疫压力巨大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出现
的早期，本应更容易控制疫情，但却错失了一系列机会。“持
续的延误让官员们无法了解疫情规模的真实情况。美国各
地方政府只能摸黑工作，眼睁睁地看着疫情肆虐。”

1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陆续出台一系列升级版
防疫措施，但由于美国不同州制定的防疫措施力度不一，加
之民众对政府前期应对不力的不满情绪，因此能否配合执
行相关防疫措施还很难说。

此外，前期病毒检测方面的短板也导致美国国内目前
仍有大量潜在感染者未得到检测。据悉，目前除了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许可的检测方式外，所有州政府可以批准研
发和使用新冠病毒检测设备，以提高检测量。

从最初的轻描淡写，到现在的如梦初醒，美国《政治报》
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的处置不当加剧了疫情危机。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
作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前 6至 8周由于
美国疾控中心应对缓慢，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区感染。目前
采取的更严格防控措施试图延缓疫情升级速度，避免整个
医疗系统遭遇被冲垮的风险。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1 日电

美国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 3 月 21 日，在美国纽约，以往繁忙的街道上车
辆寥寥。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埃菲尔铁塔夜间闪灯是巴黎市著名夜景之一。每晚 8
时整，铁塔塔身闪起璀璨灯光，夜色中宛如星光瀑布。21 日
晚，铁塔的闪灯时间比平日延长了 5 分钟。同时，周围居民
楼里响起了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除了埃菲尔铁塔闪灯活动，近几日，在巴黎、里昂、斯特
拉斯堡、图卢兹、尼斯等法国城市，人们在晚间还相约参加
“鼓掌活动”。整个法国，用灯光与掌声，向奋战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敬意。

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 21 日向媒体表示，将闪灯时间从
原来的 5 分钟延长至 10 分钟，以此“声援医护人员和所有
为法国人民利益而奋战的人们”。

17 日开始，法国多地居民响应倡议，每晚站在自家窗
前鼓掌欢呼，向医护人员致敬。人们将活动视频传到社交媒
体上，进行爱心转发，法国总统马克龙 19 日也在其推特账
户上转发了视频。

“鼓掌活动”发起者说，医护人员不惧危险，他们是英
雄。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向他们表达支持和钦佩之情。

由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法国医疗体系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法国《回声报》援引巴黎公立医院集团负责人马丁·伊

尔施的话说，由于疫情严重，病患数量大幅增加，医护人
员正承受巨大压力和风险，“他们忘我的工作状态令人感
动”，很多被感染、属轻症的医护人员在居家隔离时，还远
程配合医院进行相关研究。

据法国《世界报》等媒体报道，在疫情严重的法国东
部地区，医院病患收治能力已饱和，口罩等防护装备严重
不足，重症监护病床和治疗设备严重短缺。

鉴于这种情况，各界开始自发向当地医院捐赠物资。
斯特拉斯堡大学将学校图书管理员使用的防护口罩捐献
出来，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呼吁。很快，当地很多图书馆、
博物馆都将库存防护口罩捐给周边医院。

此外，当地还出台了医护人员可免费乘公交车等优
待政策。在斯特拉斯堡，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免
费接送医护人员出行。一些快餐店还免费为医护人员
送餐。

急诊科医生安托万·维埃亚尔-巴龙通过媒体表
示，法国各界的支持令医护人员非常感动，希望“大家
按照政府的要求，尽可能留在家中，这是对我们最大的
支持”。 （记者唐霁）

新华社巴黎 3 月 21 日电

法国：用灯光与掌声向医护人员致敬

33 月月 2222 日日，，在在埃埃塞塞俄俄比比亚亚首首都都亚亚的的斯斯亚亚贝贝巴巴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将将中中国国援援助助的的抗抗疫疫物物资资运运下下飞飞机机。。这这些些医医疗疗物物资资将将
用用于于支支援援非非洲洲 5544 国国抗抗击击疫疫情情。。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王王守守宝宝摄摄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
王攀、孟宜霏）从 3 月 5 日开始，联合
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工商理事会
秘书处主任陈苍松和他的老朋友、伊
朗商人哈桑·塔瓦纳每天最担心的事
情就是手机没电。

连日来，两人每天需要处理来自
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理事企业的捐
赠信息，并确保物资运送到伊朗抗疫
一线。目前为止，经两人协调已有全球
48 个企业捐赠的医用口罩和医用护
目镜运往伊朗。

“在中国防疫最困难、最关键的时
候，伊朗曾举全国之力为中国捐赠口
罩。如今，我们的形势有所好转，也希
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面临困
难的国家。”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刘正琛说，他所在的基金会已先
后筹集并向伊朗捐出 5 批物资。

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伊朗驻
华大使馆的官方账号每天都有众多网
友留言，祝愿伊朗早日战胜疫情。3 月
4 日，伊朗驻华大使馆公布接受捐赠
的渠道，仅一天就收到超过 400 万元
人民币捐款。伊朗驻华大使克沙瓦尔
兹扎德在社交网站上感谢中国朋友捐
赠抗疫物资，他说：“中国朋友们的热
心和爱心让人钦佩和难忘。”

广东万洋药业董事长廖奕滨利用
自己在医药行业的人脉，一家家打电
话询问，筹集到 1 . 1 万只口罩和 400
副橡胶手套，于 3 月 11 日送达伊朗驻广州总领事馆。“疫情
带来的伤痛我们感同身受，希望能够尽力帮到别人。”

2 月 29 日凌晨，在伊朗报告首例确诊病例 10 天后，
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志愿医疗专家团队抵达德黑兰，帮助伊
朗共同抗疫。如今，专家团队领队周小杭正在德黑兰等地
紧张工作。每次去卫生部的仓库清点国内捐赠物资时，伊
朗卫生部的职员和商会的工作人员只要看到中国红十字会
的标志，都会跑来和他们合影，不断向专家团队说“中
国，谢谢！”

“面对病毒，人类应该放弃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
积极合作，分享科学知识，合作研发药物和疫苗。”伊朗驻广
州总领事希尔高拉米说，“中国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
方面做出了很多，这些做法应被其他国家借鉴。”

“中国是最早支援伊朗抗击疫情的国家之一。不仅是伊
朗，中国还对很多国家提供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抗
疫经验和专业医疗知识交流。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姿态，更
是一个大国的负责任行为。”伊朗德黑兰大学中东北非研究
院助理教授哈桑·艾赫迈迪安说。

马西赫·达内什瓦里医院是德黑兰治疗新冠肺炎定点
医院之一，呼吸科护士索玛耶告诉记者，医院已根据中国的
经验和建议拟定方案，应用到临床治疗上。

德黑兰大学教授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说，“中国慷
慨大方地提供信息、分享经验，有助于伊朗和其他国家争取
时间和资源，这正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参与记者：吕光一、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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