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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姑娘卖地瓜
一对美国姐妹的中国梦

培育“战疫之苗”呼唤
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伊亚娜（前左二）、马苏美（前左一）姐妹俩在辽宁沈阳街头售卖康平地瓜（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沈阳 11 月 26 日电(记者王莹、高
爽)“烤地瓜多少钱一个，是黄瓤的不？”日前，刚
从医院结束一天见习生活的伊亚娜走在沈阳街
头，在一个烤地瓜摊前操着地道东北口音问道。
　　金发姑娘伊亚娜是美国女孩，但从小生
长在沈阳。这些年，她和比她小 4 岁的妹妹
马苏美因为母亲，因为地瓜，跟这片土地结下
了很深的缘分。
　　沈阳市康平县十家子村，地处科尔沁沙
地东南缘，曾是有名的贫困村。17 年前，伊
亚娜的母亲苏珊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来到这
里，以志愿者身份资助村里的贫困学生，与村
民们结下深厚情谊。
　　在沈阳长大的伊亚娜和妹妹对康平“情
有独钟”。当地十家子村的地瓜又甜又糯，她
们每次回到村里都要带上一些解馋。

　　 3 年前，村干部找到在网络上已有名气
的伊亚娜姐妹俩，希望她们能给康平地瓜“代
言”。
　　康平地瓜虽然好吃，但大部分都是村民
自产自销，卖不上价，最便宜时每公斤不到 1
块钱。
　　“我们觉得，要让村子发展起来，不只是
简单提高大家收入，应该把创新的互联网思
维带进乡村。”伊亚娜说。
　　沈阳冬天的冷雨中，姐妹俩的烤地瓜摊
开张了。“免费品尝，绿色食品非常健康！”姐
妹俩吆喝着。“你这地瓜哪好？”“黄瓤地瓜甜
呢，来，掰一块尝尝。”
　　伊亚娜和妹妹一个称重，一个收款，忙得
不亦乐乎。“可能因为我们长得和大家不一
样，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口音像‘老沈阳’，总之
那天卖得非常好。”伊亚娜说。
　　“路演”成功后，小姐妹俩“卖”地瓜的劲头
更大了，带着网友挖地瓜、烤地瓜、练摊……她
们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帮助农民通过网络打开
销路，把当地的农产品卖到国内外。

　　如今，康平地瓜搭上了电商平台的“快车”，
销往 17个省（市），带动十家子村村民脱了贫。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触动了姐妹俩内心深处的“乡土”
梦，她们为自己能参与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
而感到自豪。
　　记者采访了解，正因为在为乡亲卖地瓜、
为社会做公益中获得成就感，姐妹俩坚定了
帮助别人的信念，双双选择就读临床医学
专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她们用力所能
及的方式积极参与，比如将研究新冠病毒的
中文文献翻译成英语、波斯语等。
　　更清洁的空气、更公平的保障、更高效的
医疗……作为医学院的在读大学生，姐妹俩
表示，对“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与健康有关
的发展图景都很感兴趣。
　　“接下来，我想在沈阳读研究生。”伊亚娜
说，自己早已离不开这座多元包容的城市。

　　如果有人问迭戈·马拉
多纳“你爱吃中国菜吗？”“球
王”的答案绝对出人意料。
九年前，老马亲口告诉新华
社记者，葱油饼是他的最爱。
　　当地时间 25 日上午，这
名传奇球星在阿根廷家中突
发心梗去世，享年 60岁。
　　老马多次造访中国，登上
长城，参加公益比赛，还曾有意
来华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与
中国真的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首次访华踢满 90 分钟

　　 1996 年 7 月，已是职业
生涯暮年的老马率领阿根廷
博卡青年队首次访华，踢了
两场友谊赛。作为阿根廷博
卡青年队队长，他在北京工
人体育场数万名球迷欢呼声
中登场。在老马出神入化的
组织下，博卡青年队攻防节
奏掌握得潇洒自如。
　　上半时比赛结束后，球
迷很担心 3 6 岁的老马只踢
45 分钟比赛就了事。不过，
老马很守信誉。他在来华前
明确表示，只要不在场上严
重受伤，就将踢完整场比赛。
下半时，老马再次登场，博得
观众热烈掌声。赛后，他被
国内外记者团团围住。谈到对北京的印象，他说：
“我这几天过得非常愉快，我能够踢完 90 分钟比
赛，是为了报答中国球迷对我的厚爱。我去成都
会像今天一样踢好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比赛。”
　　两天后，老马在成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错过北京奥运圣火传递

　　 2008 年 4 月，北京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布宜诺
斯艾利斯站的活动在阿根廷掀起热潮，也牵动着国
内民众的心。此前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一些国家的
活动出现波折，在阿根廷的传递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格外引人关注。
　　马拉多纳在这个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认为干
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是亵渎奥林匹克精神，并自告
奋勇地表示愿意担任阿根廷站传递活动的第一棒火
炬手。
　　马拉多纳要担任第一棒火炬手的消息在阿根
廷社会引起热议，相当于为圣火传递活动在当地
做了预热宣传。虽然马拉多纳最终因行程安排没
能参加，但他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北京举办奥运会
的支持。
　　马拉多纳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北京奥
运火炬失之交臂是他的一大憾事。

助力阿根廷“鸟巢”夺冠

　　几个月后，老马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北京奥
运会。
　　 1997 年 10 月宣告退役后，老马长期丑闻缠
身，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成为娱乐新闻主角。这
一切在 2008年发生逆转，地点就在北京。
　　阿根廷国奥队在老马昔日国家队队友塞尔希
奥·巴蒂斯塔率领下出征奥运会。老马随队，充当
“特殊教练”。他和球员亦师亦友，和他们一起打
电子游戏，一起参加训练，也和他们长谈交流，传
授自己对足球的理解。每当比赛结束，他都会冲
进更衣室，同球员一起狂欢庆祝。
　　阿根廷队在半决赛三球大胜宿敌巴西队，决赛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击败尼日利亚队，成功卫
冕，为阿根廷足球拿到近年来唯一一个世界冠军。
巴蒂斯塔说，老马的参与功不可没。
　　对于这个冠军，老马直呼：“这趟来中国太值
了！”同年 11 月，老马出任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
实现人生一大梦想。

半夜偷吃葱油饼

　　 2011 年 7 月，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
冯俊扬和老马聊起中国菜。老马表示，中国传统
面食葱油饼是他的最爱。这个回答着实让记者大
跌眼镜。
　　他的经纪人证实，老马最喜欢当时布宜诺斯
艾利斯一家名叫“食苑”的中餐馆，尤其钟爱这家
餐厅做的葱油饼。一次，老马在“食苑”用餐时连吃
三张葱油饼，临走又打包带走了五张准备当夜宵。
晚上，老马都睡下了，忽然想起带回来的葱油饼还没
有吃，愣是从床上爬起来，一气儿把五张饼全消灭
了，还意犹未尽。这个深更半夜起床偷吃葱油饼的
小笑话后来成了老马屡遭家人朋友揶揄的“把柄”。
　　之后几天，老马还是难忘葱油饼的美味，经不
起馋虫诱惑，特意委托经纪人专程前往“食苑”，又
点了 20 张葱油饼带回家。这让老马大快朵颐，直
呼过瘾。
　　“食苑”老板娘李太太很惊讶，连说实在没有
想到大名鼎鼎的“球王”竟然如此钟爱中国葱油
饼。那 20 张饼，“食苑”分文未收，免费送给老马
品尝。

愿来中国从事青训

　　 2012 年 5 月，老马的经纪人告诉新华社记
者，老马希望到中国执教，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
用自己的技术和理念培养年轻球员，并最终成为
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老马认为，中国足球当务之急是克服急功近
利的急躁情绪，从青少年足球抓起，将基础做大做
强。他本人愿意率领一个完整的教练团队来中国
执行青训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培养出一支强大的
青年队，为冲击世界杯的中国队提供优秀人才。
　　在老马看来，从球员技术方面说，首先是要注
重选材，因为并不是所有人经过努力训练都能成
为优秀球员，所以需要广泛选材，选出真正具有足
球天赋的小球员。
　　老马认为，首先需要提高年轻球员的精神
素质，让他们热爱父母，对得起父母培养；其次
是要热爱祖国，树立为国效力的信念；再者，要
热爱身上的球衣，对穿在身上的球衣负责，用全
部努力回报代表球队参加比赛的分分秒秒。
　　“马拉多纳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很多缺憾，
但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永远保持着草根精神。
球场下的他不喜欢迎合，厌恶足球官僚。他是伟
大的 10 号，阿根廷的灵魂，也是永远的传奇！”新
华社记者冯俊扬在微信朋友圈一篇追忆老马的帖
文中这样写道。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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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美国迎来萧瑟感恩节
　 每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
节，在美国，这是一个快乐、温馨的传统节日，人
们探亲访友，几代人欢聚一堂，品尝火鸡大餐。

　　但肆虐美国的新冠疫情令今年感恩节的气
氛萧瑟。节日来临之际，充斥美国报章的是公
共卫生专家关于感恩节旅行和聚会可能成为
“所有超级传播者事件之母”的警告，或是把电
脑放上感恩节的餐桌，借助视频、语音连线以及
含有多种角色扮演的电脑游戏，与亲人虚拟庆
祝感恩节的建议。

　　由于近期感染人数迅猛攀升，感恩节来临
之际，美国许多州和城市采取了新一轮限制措
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沃尔夫颁布了新的疫情

限制令，芝加哥市长莱特富特敦促人们取消传
统的感恩节聚会。在休斯敦，传统感恩节游行
被取消。在纽约，有 90 多年历史的梅西百货感
恩节大游行取消了以往穿过曼哈顿繁华市区的
巡游路线。

　　美国疫情 3 月全面暴发，迄今已持续约 9 个
月，并且还在变本加厉。长期不能与亲人朋友相
见让很多人感到难以忍受。而由秋入冬，昼短夜
长，寒冷天气迫使人们不得不更长时间待在室
内，居家不出对身心健康的损害越大。

　　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更令数以万计的美国
人倍感冬季的萧瑟。据美国媒体报道，就在感恩
节前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助人数新增 77.8

万人，超过经济学家预期。非营利组织“喂养
美国”的数据显示，目前有逾 5000 万美国人缺
乏食品保障，而疫情前这一数字约为 3500 万。

感恩节前夕，许多慈善机构报告，寻求食品救
助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在感恩节这个家庭团聚的节日，还有数以千
计的美国人不得不忍受因疫情失去亲人的痛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25日，即感
恩节前一天，美国单日新冠病亡人数超过 2000人，
为 6个月以来新高；当天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 127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6.2万例。

　　　   (记者徐剑梅、邓仙来、孙丁）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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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
“赏樱会”丑闻近日不断发
酵。检方及媒体最新调查表
明，安倍涉嫌非法向支持者
变相提供补贴并销毁相关证
据，安倍此前说辞被证明不
实。在 25日的国会质询中，
首相菅义伟因此事遭遇在野
党猛烈攻势。
　　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
案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
方调查，安倍最终并不一定
会被起诉，但由于菅义伟上
台前与安倍内阁深度绑定，
安倍丑闻的走向可能成为菅
义伟政权的一大隐患。

“赏樱会”丑闻再起

　　此次成为焦点的安倍丑
闻是去年 11月曝光的“赏樱
会”丑闻的后续。据日媒当
时报道，安倍涉嫌每年邀请
大量“关系户”参加政府举办
的年度“赏樱会”，其中包括
800 余名老家山口县的安倍
后援会成员。后援会在“赏樱
会”前夜还会在东京的高级酒
店里举行晚餐会，但参会的后
援会成员所交费用明显低于
办会成本，安倍方面被怀疑承
担了差额部分。若属实，此举
涉嫌违反日本的《公职选举
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
　　在野党曾一度在国会质
询中就此追究安倍政府，但安
倍一直坚称在晚餐会上没有
任何收入和支出，办会费用完
全由参会者承担，酒店方面也

没有出具过收据。然而本周以来，随着日本检方
调查信息的曝光，这一丑闻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据日媒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
近日对安倍身边人进行了问询，身为安倍后援
会代表的安倍首席秘书和他的资金管理团体
“晋和会”财务负责人承认为晚餐会出了钱。日
媒调查显示，安倍在 2015 年至 2019 年的 5 次
晚餐会中一共补贴至少 800 万日元（约合 7.7
万美元）费用，而酒店方面也向“晋和会”出具了
收据，但收据怀疑已被销毁。

检方态度是关键

　　日本检方为何在此时调查安倍相关丑闻？日
本法律专家认为，很大程度上与安倍去职有关。
　　曾在大阪和东京地检任特搜部检察官的前
田恒彦刊文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检方追诉现职
国务大臣需获首相许可。安倍任首相期间，检
方无法对安倍动手。但安倍 9月卸任后情况发
生转变，特搜部自 10月启动了对安倍的调查。
　　关于案件走向，《朝日新闻》认为，检方将主
要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推进调查。
　　前田指出，此案调查一个关键点是，安倍在
补贴问题上是否知情，而根据媒体报道，安倍方
面目前的“剧本”是，秘书独断专行欺骗了安倍。
　　他认为，检方是否搜查安倍阵营的相关设
施并扣押往来邮件、记录等证物，将成为衡量检
方是否最终指向安倍本人的一个指标。

菅义伟承受压力

　　“赏樱会”丑闻再起，高举“继承安倍”大旗
上台的菅义伟压力陡增。由于他在安倍政府长
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且曾多次按安倍口径在
国会回答在野党质询，因而他也受到在野党和
舆论的猛烈攻击。
  日本时事社评论说，菅义伟对解开此案疑
云态度消极，表现出对前任政府“负面遗产”捂
盖子的姿态。也有分析指出，目前菅义伟对安
倍丑闻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以便一旦事情
继续发酵方便切割，但鉴于两人在政坛上的“深
度绑定”，切割并非易事。
  (记者刘赞)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记者郭爽、张
莹）全球累计新冠病例数已突破 6000 万，仍以
每日新增数十万病例的速度在增长。人类与
病毒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疫，安全有效的疫
苗被认为是战胜疫情的“终极武器”。
　　截至 11 月 12 日，各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
报告的在研候选新冠疫苗超过 200 种，其中
48 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暗夜终有破晓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各国携手，就一定能够尽早培育出“战疫
之苗”，夺取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多方合力，“加速”史无前例

　　从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到各国政府，从
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到企业……全世界都在
行动。
　　在国际层面，世卫组织 4月牵头启动“获得
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倡议，旨在汇聚力
量，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开展疫苗研发和
生产。
　　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纷纷为新冠疫苗开
发、试验和生产等环节开辟“绿色通道”“快速通
道”。

　　在学界，各国科学家相向而行，不断加深
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为疫苗研发奠定坚实
基础。
　　在产业界，各国企业积极合作，成为推动
疫苗研发的重要力量……
　　全球携手“助推”中，来自中国的“推力”不
可或缺。
　　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新冠病毒鉴定和
测序，第一时间对外分享病毒基因序列；3 月，
中国一款候选疫苗率先启动Ⅰ期临床试验；5
月，中国科研人员率先在权威医学杂志上公布
候选新冠疫苗Ⅰ期临床试验数据；截至 9 月
底，中国已有 11 款新冠疫苗开展临床试验，其
中 4 款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面对新冠疫
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中国既对本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
事业尽责，坚定与世界携手抗疫，作出了重要
贡献，提供了有益经验。

多路并行，进展令人鼓舞

　　在全球研发大潮中，候选新冠疫苗几乎涵
盖了医学界迄今研究过的所有类型，不同“跑
道”的多名“选手”已传出令人鼓舞的消息：
　　——— 5 月和 7 月，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
分别刊载论文，报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等
人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Ⅰ期和Ⅱ期临
床试验结果。超过 500 名志愿者参与的Ⅱ期
试验数据显示，这种疫苗在安全性和诱导人体

产生免疫应答两个方面都表现“很好”。
　　——— 10 月，《柳叶刀·传染病》刊发了国药
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机构的论文，报告
其开发的灭活疫苗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结果，
显示这种疫苗安全并能够在健康志愿者身上
诱导产生免疫应答。
　　——— 11 月，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美国
辉瑞公司合作研发的一款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mRNA）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 mRNA-1273
疫苗先后披露Ⅲ期临床试验的中期数据，有效
性均超过 90% ……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艾滋病研究所
所长陈志伟认为，全球数百个在研疫苗可以分
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此前已得到广泛应用的传
统类型疫苗，包括灭活病毒疫苗、基因工程亚
单位疫苗、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等；第二类是此
前无同类疫苗获批过的新型核酸疫苗，包括核
糖核酸（RNA）疫苗和脱氧核糖核酸（DNA）
疫苗等。
　　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介绍，中国新
冠疫苗研发已涵盖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
酸疫苗等 5 条技术路线。而这 5 条技术路线
均对外开放，已与多国展开合作。

休戚与共，团结应对挑战

　　舆论对全球首款新冠疫苗今年年底或明
年年初上市普遍乐观。不过，尽早育成“战疫
之苗”仍需直面诸多挑战，人类唯有更密切携

手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共同体。
　　“唯一的希望是科学、找到解决办法和团
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在第 73 届世
界卫生大会续会开幕辞中再次呼吁。
　　 10 月 8 日，中国正式加入由世卫组织和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共同
牵头成立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旨在以
实际行动促进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同时
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并支持“实施计
划”。
　　美国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德拉·费
伦认为，中国这一决定传达了一个强烈信息：
中国致力于国际多边合作，并致力于将疫苗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
　　从第一时间向世界公布新冠病毒基因
组序列，到率先公布疫苗临床试验数据；从
开放全部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到加入“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国不仅处于领先
地位，更始终致力于推动新冠疫苗研发的国
际合作，确保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可
及，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担当”，为全球
抗疫贡献着“中国信心”“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
　　伊拉克大学法学教授纳吉布·朱布里说，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加速研发疫苗，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是团结协作抗击新冠疫
情的楷模。  （参与记者：张家伟、刘曲、张
毅荣、谭晶晶、张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