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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王卓伦）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方将通过五方面举措助力全球抗疫斗争。

有记者问：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多地快
速蔓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冠肺
炎成为全球性流行病的威胁已经非常现实。面
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疫情态势，中方下步准备如
何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疫情？

耿爽说，经过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努
力，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呈现蔓延态势，部分国家
疫情还比较严重。各国加强沟通协作，携手抗
击疫情，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耿爽表示，中方愿在毫不放松继续做好本
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努力为全球的抗疫斗
争做出贡献：

第一，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
调。互通疫情信息是国际社会整体抗疫斗争的
重要一环。疫情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世卫
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及时向有关国
家和地区通报疫情。“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
明及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
的精神，及时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

同时加强同各方协调合作，推动地区和全球
的联防联控，努力阻止疫情扩散蔓延。”

第二，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和
交流。目前中方已经发布了 7 版新冠肺炎诊
疗方案、6 版防控方案，这些方案源于中国，
面向世界，已翻译成多语种同世界各国分享
交流。迄今中方已与欧盟、东盟、非盟、加共
体、上合组织、南太岛国及土库曼斯坦、阿塞
拜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举行视频会
议，交流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中方将继续
通过各种形式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交
流借鉴，共同提升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的能力。

第三，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
专家团队。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向
伊朗、伊拉克派遣专家团队，在当地密集开展
工作，协助两国开展疫情防控，得到当地部门
和百姓的一致好评。中方还正在准备向意大
利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支援当地疫情防控。“我
们将继续通过这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
支持和帮助。”

第四，向国际社会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
援助。疫情无情人有情。中国政府向世界卫
生组织捐款 2000 万美元，向有关国家捐赠口
罩、药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向一些国家出

口急需的医疗物资和设备。中国地方政府和
民间机构也纷纷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中方
愿在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
难，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第五，同国际社会加强科技合作。中方
愿同有关国家在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等方面
开展科技合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早日战胜
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夺取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终
胜利。”耿爽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王卓伦）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国际社会看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
韧性，目前并没有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
影响从中国向外部大规模转移的现象。

有记者问：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加速
扩散蔓延，各国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
中方是否担心相关产业链供应链会离开中
国？是否担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出现
断裂？

耿爽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

条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依然对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
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方在团结一心
抗击疫情的同时，也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随着近期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重点行业、龙头企
业陆续复工复产，中国的社会生产和经济运
行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而中国及时复工复
产、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提供了支撑与保障。可以
说，中方的表现再次体现了中国力量与中国
担当。

耿爽说，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
融，产业链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
疫情，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甚至
鼓噪“转移”“脱钩”，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当前，大家都在议论疫情冲击之下的世
界经济发展前景，我想这主要取决于疫情蔓
延多大范围、持续多长时间，而这又主要取决
于世界各国如何应对。”耿爽说，危难时刻，国
际社会应当携手同行、勠力同心，争取早日战
胜疫情，恢复各国间的正常交往与合作，推动
世界经济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方将通过五方面举措助力全球抗疫
外交部：未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从中国向外大规模转移现象

新华社伦敦 3 月 10 日电(记者张代蕾)
欧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 日继续攀升，疫情
最严重的意大利确诊病例超过 1 万，全国进
入“全境封城”第一天。同一天，一些欧洲国
家采取暂停航班、强制隔离等有针对性的防
控措施，严防疫情输入。更多欧洲国家决定
停学、禁赛、取消大规模公众集会，以遏制疫
情在各自境内扩散。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说，疫情
一定能被战胜，但这个过程是“一场马拉松”。

意大利确诊病例过万

意大利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
间 1 0 日 1 8 时，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
10149 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 168 例，累计
死亡 631 例，累计治愈 1004 例。

从当天开始，意大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封城”措施，包括暂停所有文化、宗教、贸易
和体育活动，禁止民众擅自离开当前所在地；
关闭酒馆、电影院、博物馆、学校、游泳池等。

据记者观察，当天意大利居民出行量较
之前明显减少，药店、餐厅等营业的店铺在门
口或橱窗上张贴“入内需保持距离”等告示。
首都罗马多家超市采取限流措施，部分超市
收银台前划出一米线，提醒顾客等候付款时
保持距离。

意大利的“封城”措施暂时没有对物流和
公共交通做出限制。意大利民航局 10 日说，
意大利各机场正常运转。但即便如此，出入
境航班大幅减少。

法航、英航、易捷、瑞安等欧洲主要航空
公司当天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意大利的航班。
罗马尼亚、葡萄牙、马耳他等国也暂停了往返
意大利的航空、海上等客运联系。

防输入 防扩散

除暂时停飞航班，多个欧洲国家还出台
或强化其他防输入、防扩散的措施。

瑞典公共卫生局 10 日将新冠肺炎疫情
在境内扩散风险提高至最高级。瑞典外交部
也调整本国公民出行建议，把不要前往“意大
利北部”改为“意大利全境”。

德国东部萨安州 10 日新出现 5 例确诊
病例，意味着疫情已扩散至德国全部 16 个联
邦州。德国多个联邦州决定取消举办千人规
模以上的活动。首都柏林所有歌剧院、音乐
厅等取消 4 月 19 日前的全部活动。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和斯洛伐克 10 日宣
布，对从疫情严重地区入境者采取 14 天强制
隔离观察措施。塞尔维亚政府决定暂时禁止
来自疫情严重国家的人员入境，禁止本国医
疗系统工作人员前往疫情严重国家旅行。

捷克 10 日确诊病例骤增至 61 例，政府
宣布从 11 日起全国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禁
止一切超过 100 人的社会活动，关闭政府文
化部下属的所有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

法国疫情较重地区则要求学校从 9 日起
开始停课 15 天，全法范围内约有 30 万名学
生因此受影响。法国教育部承诺为停课学生
提供远程教学资源。

希腊、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当天也宣
布，暂时关停境内学校和教育机构。

积极迎战抗疫“马拉松”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日前在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一
定能被战胜，但这个过程是“一场马拉松”，民
众应该配合政府建议，避免恐慌，调整心态迎
接“持久战”。

欧洲多国政府正努力从物资配备、提升
民众防护意识等方面着手，积极迎战这场抗
疫“马拉松”。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10 日呼吁
民众错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短途出行尽量
使用自行车或步行；在公共场合避免与人握
手、拥抱和亲吻，并勤洗手。

为应对疫情中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
缺，英国政府宣布将出台临时措施，延长超市
以及其他食品零售商的送货时间。

随着疫情升级，英法等国部分超市出现
抢购现象。记者在巴黎和伦敦的多家大型超
市看到，意大利面、米、面粉、罐头和卫生纸是
市民抢购的主要商品，部分货架处于断货或
者少货状态。英国已有超市对部分生活必需
品实行限购。

据立陶宛通讯社 10 日报道，立政府将向
卫生部拨款 124 万欧元，用于购买防护物品。
（参与记者：李洁、张家伟、于佳欣、徐永春、胡雪、
陈晨、杨晓红、张保平、张毅荣、蒋雪、石中玉、
和苗、林晶、郭明芳）

新冠肺炎疫情在
欧洲多国蔓延，目前
意大利是欧盟境内遭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确诊病例已超
过一万例。为防止疫
情蔓延，从 1 0 日起
意大利全国范围实施
史无前例的“封城”
措施。中国政府和人
民对意大利当下境遇
感同身受，正在尽己
所能施以援手。

知恩图报，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
时刻，意大利人民展
现出与中国人民守望
相助的诚意：意方组
织专机运送医用物资
援助中国；意大利总
统 府 举 办 特 别 音 乐
会，并通过意大利国
家电视台现场直播，
向中国人民传达意大
利人民对中国抗疫努
力 的 支 持 和 友 好
情谊。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 10 日在应约同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通电
话时说：“我们不会忘
记，在中国抗击疫情最
困难的时候，意大利给
予了中国宝贵支持，现
在中国也愿和意大利人
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虽然目前中方自身
对医疗物资还有较大需
求，但中方已表示，将
克服困难，向意方提供
口罩等医疗物资援助，
加大力度向意出口急需
的物资和设备。如意方

需要，中方也愿意派出医疗小组赴意协助抗
疫。据了解，一些与意大利结成友好城市的
中国城市、一些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已开
始向意大利提供援助。

面对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中意在抗疫
方面的合作正在加强。迪马约说，意政府正
密切关注和学习中方抗疫的成功经验，采取
有力举措阻止疫情扩散。

尽管自身仍在奋战疫情，但本着命运与
共的精神，中国已向韩国、日本等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等援助，并向
伊朗、伊拉克等国派出了专家组，帮助这些
国家共同抗击疫情。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再次印证
了人类命运与共的事实。在携手应对疫
情的斗争中，中国与意大利等许多国家
的友谊得到升华。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力量必将驱散疫情的阴霾，迎来山花
烂漫的春天。

(记者任珂、王子辰)
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11 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0 日在日内
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
应充分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机会窗口”，尽早遏
制病毒传播。

连日来，谭德塞及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

布鲁斯·艾尔沃德等国际卫生专家们多次呼
吁，世界各国应抓住中国争取的“时间窗口”，
中国有力的抗疫措施“为全世界赢得了时间”。

反复强调“时间窗口”的背景，是日益严
峻的全球疫情形势，是对新冠病毒强传染性
的全球警告。目前，中国以外一些国家的疫
情呈现迅速蔓延势头，中国境外病例已超过
3 万。谭德塞 9 日说，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
球性大流行的威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许多天来，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以坚韧和

奉献精神，为世界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争取了时
间。“机会不等人”，要利用好中国创造的“时间
窗口”防控疫情，实地考察过中国抗疫工作的
世卫专家们很早就发出这样的呼吁。但现实
是，疫情传播日益严峻，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面对疫情蔓延势头，一些国家已开始采
取“硬核”防控措施，例如意大利的“全国封
城”。但总体看来，国际防控局面还面临不少
挑战。一些疫情形势严峻的地区，例如欧洲，
各国间依然缺乏必要协调，不少民众对病毒

蔓延的危险性缺少充分认识。另外，一些向
其他国家抗疫成效“泼脏水”、污名化他国抗
疫努力的言行，也在分散着国际抗疫的合力。

尽管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但中国抗疫的
成效给世界带来信心。中国争取的“时间窗
口”仍在，期待各国认真听取世卫组织总干事
等国际专业人士的呼吁，争分夺秒，加快行
动。正如谭德塞所说：“我们迄今从中国获得
的经验是，遏制是可能的。”

(记者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新华社东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姜俏梅)“请你们好好保
重，一定安全归来！”名叫“香香”的日本姑娘 9 日在神奈川
县横滨市家中用视频录下这段话，希望记者将她对中日友
好医院同事的惦念传递出去，祈愿在武汉防疫前线奋战的
所有医务人员平安。

“香香”本名叫岩崎春香。最近，由她亲手绘制的系列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中文漫画在社交媒体上大火。这组漫
画以头戴护士帽的大熊猫“香香”为主人公，用中文普及防
疫专业知识。活泼可爱的画风、通俗易懂的中文解说以及
艰难时刻来自异国他乡的记挂，让她在中国收获了一大批
粉丝，人们纷纷跟帖留言“美丽的日本姑娘，谢谢你！”“抗疫
不分国界，我们共同努力”……

“香香”对记者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没
想到收获这么多暖心留言，好像收到了很多礼物一样。”

2018 年夏天，“香香”作为“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派往
中国的志愿者来到北京，成为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的一名
志愿者护士。

为了回馈中国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她的关爱和帮
助，“香香”决定以自己擅长的漫画形式记录她在中日友好
医院的经历，让更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这所医院以及在
那里辛勤工作的同事们。

由于本名中有一个“香”字，同事们热情地叫她“香香”，
与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诞生的人气大熊猫幼崽“香香”同
名。于是，漫画《香香日记》便以大熊猫护士“香香”为主人
公，记录“香香”和她同事们的工作日常。

“香香”原本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志愿者服务到今年 7 月
才结束，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得已于 1 月 29 日回到日本。翻
阅她的朋友圈，近期发布的每条信息都与中国新冠肺炎疫
情有关。当得知同事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第五批医疗队队员
驰援武汉时，“香香”手绘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队标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上面还写着“中日友好医院加
油”，以这种方式声援同事。

在谈到手绘中文防疫漫画时，“香香”说：“我的好几
位同事都在武汉照顾重症患者，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力所
能及的一点小事而已，这也是大熊猫护士‘香香’应尽的
本分。”

想到同事们作为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奔赴险境，“香香”
有感而发画下有关抗疫的第一幅漫画——寥寥数笔一张
护士侧脸头像跃然纸上，“武汉加油”四个黑色大字尤为
醒目，头像下面用日汉双语写着：“日本人向在武汉的所
有医疗工作人员致敬，期待你们早日凯旋，平安归来！”

近来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不容乐观。“香香”表示，
她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了解到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向日本
赠送抗疫物资的消息，作为一名日本人，她想由衷地说声
谢谢。“我相信，只要共同合作，就没有跨越不过去的难
关。”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日本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吧！”“香香”笑着对镜头说道。

意确诊病例过万 欧洲投入抗疫“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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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缘何反复强调“时间窗口”

日本姑娘“香香”

传 递 中 国 记 挂

3 月 11 日是日本遭受“3·11”特
大地震灾害 9 周年。

9 年前，日本在那场灾难中满目
疮痍，中国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雪中
送炭的种种义举感动日本民众。2008
年汶川地震，日本也第一时间派出救
援队，废墟中对逝者鞠躬致意的画面，
至今印在许多中国民众脑海。灾难
中，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经历，续写中
日友好交往佳话，也为两国关系长远
发展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9 年后，当中日都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两国再度携手并肩，展现同
舟共济的人性光芒，传递超越时空的
温暖力量，见证这场全球战“疫”中令
人难忘的真情时刻。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给中国
抗疫鼓劲的视频中提到，不会忘记
2011 年日本大地震时中国对日本的
帮助。而在此次中国暴发疫情后坚持
从日本返回中国长春教书的日本教师
山崎由美子说，她永远不会忘记“3·
11 ”大地震时，长春老百姓在街头打
出“日本人民要挺住”“日本加油”的横
幅，忘不了那些在街头巷尾自发募捐
的大学生们的身影。

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疫情暴发
以来，日本人民感同身受，鼎力相助：
多个地方政府动用救灾应急物资储备
援助中国，“旗袍女孩”在寒风中伫立
街头为中国募捐，日本姑娘“香香”手
绘抗疫中文漫画，松山芭蕾舞团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的慷慨激昂，救援物
资上“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深情诗
句……一批批防疫物资抵达中国各
地，缓解燃眉之急，一声声加油鼓劲，
传递风月同天的温情善意。

而今，日本疫情形势吃紧，中国投
桃报李，施以援手，义不容辞。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通话时
说，疫情面前，中日是“同舟共济的命
运共同体”；中国向日本提供的病毒试
剂盒上写着“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
瑶”；中国女孩“鹿鹿侠”在日本街头为
路人免费分发口罩，纸箱上用日语写
着“来自武汉的报恩”……从政府到民
间的种种暖心之举，正是患难见真情、
行道有亲邻的生动呈现。

孟子曾对邻人相处之道有过一段
精辟描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邻人罹灾，感同身受；救灾
恤邻，义不容辞。在严峻疫情下，中日
两国有携手应对挑战、守护民众健康
的共同诉求，也有合力防止疫情扩散、维护地区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的责任担当。中日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既是对彼此的
有力支撑，也是为争取全球战“疫”胜利作出贡献。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雾尽风
暖，樱花将灿”的中文诗句，随后又用日文写道：“暖风知花
近，让我们一起迎接无忧无虑的春天吧！”不少日本网友纷
纷评论点赞。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纽带，在抗击疫情的特殊
时刻，更能激发两国民众携手互助的温情，引发心灵共鸣，
为这份和衷共济增添文化光芒。 (记者韩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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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斗兽场旁走过。 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利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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