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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意大利首都罗马一处
居民区，突然响起《义勇军进行曲》，
还有人大声喊“Grazie Cina(谢谢中
国)”。此前，3月12日晚，中国第一批
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携带31吨
中方援助的医疗物资飞抵罗马，是
首批抵达意大利的国际援助者。

随后，3月18日和25日，中国第
二批、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
家组先后飞抵米兰——— 意大利疫
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首府，同样
带去了意大利方面急需的医疗物
资。目前，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分
别在罗马、米兰、贝加莫、帕维亚等
地展开工作。

驰援意大利，只是近期海外多
国疫情暴发后，中方力所能及支援
的一个缩影。与中方援助物资一同
抵达的，还有“铁杆朋友，风雨同
行！”“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
获胜！”“团结就是力量”等印在援助
物资上的鼓励和祝福的话语。塞尔
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赴机场迎接中国
医疗队，深情亲吻中国国旗，且中塞
两国国旗系在一起……一幅幅中国
同各国共克时艰的画面温暖人心。

最近，“十倍回赠”的故事又冲
上热搜——— 一个多月前，中国疫情
紧张时，日本丰川市曾向无锡支援
4500只口罩，最近日本疫情趋紧，
丰川市口罩库存不足，无锡回赠了
5万只口罩，助其渡过难关。类似的
故事还有：中国疫情严峻时，意大
利政府顶住压力捐赠4万只口罩，
如今意大利疫情肆虐，中国回赠了
数百万只口罩。

相信很多人被日本援助物资上
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所感动。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18
日发布的信息，在中国疫情最严重
时，有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向
中国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3月20
日，耿爽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新冠肺
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
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捐助。”

3月以来，海外疫情持续恶化。
耿爽23日表示，对曾为中国抗疫提
供援助的国家，如果有需要，中方
一定会投桃报李，对疫情严重、防
控物资缺乏的友好国家，中方也会
尽力提供援助。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
署长邓波清26日介绍说，目前中国
已分4批组织实施对89个国家和4
个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现正在制
订第5批援助实施方案。除了政府
间援助外，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也
积极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赠物资。
根据耿爽23日发布的信息，中国地
方政府已向19个国家的地方政府
捐赠了医疗物资；中国企业已向20
个国家捐赠了物资。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26
日介绍，从2月27日向伊朗派出首
支医疗专家组以来，中国已向伊
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
埔寨5个国家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
中国已同世卫组织、东盟、非盟、欧
盟、加勒比共同体、上合组织以及
欧洲、亚非拉等地区等110多个国
家举行了近20场专家视频会议。

电话外交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
170多个国家领导人、40多个国际
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对中国表示慰
问和支持。2月5日，结束访问韩国
的行程后，柬埔寨首相洪森临时决
定访问中国。他说，在这个特殊时
刻来华，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
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抗疫
的大力支持”。洪森首相也是疫情
暴发后首位来华的外国政府首脑。

2月27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
勒嘎访华，并向中国赠送3万只羊
以表达蒙古国人民的心意。巴特图
勒嘎总统是疫情发生后首位访华
的外国国家元首。3月16日至17日，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访华。“巴铁”
曾对中国倾国相助，后来中国则第
一时间向巴基斯坦援助检测试剂、
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支持巴方建
设隔离医院。中国有关省市也向伊
斯兰堡市、卡拉奇市捐赠口罩。

据统计，1月22日至3月27日，
习近平主席以“电话外交”的方式
同22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27次通电话。其中，习近平主
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次通话，与
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默克
尔、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通话。1月
22日以及2月11日、18日、20日、25
日、28日，习近平主席一天分别同
两位外国领导人通话；3月23日和
24日，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天分别同
三位外国领导人通话。

在这段时间里，习近平主席还
向欧盟、韩国、伊朗、意大利、法国、
德国、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等国领导
人致慰问电。其中，3月14日，习近
平主席分别向韩国、伊朗、意大利
三国总统致慰问电；3月21日，习近
平主席分别向法国、德国、西班牙
和塞尔维亚四国领导人致慰问电。

在这4封慰问电中，习近平主
席分别指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
是中法关系的良好传统；中方坚定
支持德方抗击疫情的努力，如果德
方有需要，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中方坚定支持西班牙抗击疫
情的努力和举措，愿分享防控经验
和诊疗方案，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和支持；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全面
战略伙伴，两国和两国人民“铁杆
情谊”历久弥坚。

此外，习近平主席还给比尔·
盖茨等外方友好人士回信，感谢他
和盖茨基金会等对中国防控疫情
工作的支持。

蒙古国总统访华时，塞尔维亚
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也在访
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达
契奇副总理兼外长是中国发生疫
情以来中方接待的第一位外长，塞
尔维亚代表团专程访华体现中塞
牢不可破的“铁杆之情”。

其实，早在2月14日德国慕尼
黑安全会议期间，王毅就曾应约会
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时，武
契奇总统说，“不管中方有什么需
要，什么困难，请随时告诉我们”，
并表示“愿随时访华”。

另外，近两个月时间里，王毅
也同40个国家的外长及政要进行
了57次通话。

命运与共

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与默
克尔通话时指出，病毒不分国界，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
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27
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通话时再
次强调，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
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
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习近平主席与22位外国领导
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27次通电
话中，有15次的通话对象是二十国
集团（G20）成员国领导人。而且，
在最近与法国、英国、巴西、德国领
导人通话时，双方均提到要加强在
G20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

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
特别峰会举行，这是G20历史上首次
举行领导人视频会议。习近平主席
发表重要讲话，提出4点倡议：

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
战，尽早召开G20卫生部长会议，建
议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
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中方已经
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
心，向所有国家开放，探讨建立区域
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积极支持
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建议G20依托世
卫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适
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
议；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
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特殊时期，从通话到会面，从致
慰问电到给外方友好人士回信，近
两个月来30余次外事互动中，“人类
命运共同体”成为高频热词。

7年前，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
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面向世界提
出这一理念。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
识。7年后的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
类命运与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已与世卫、欧盟、非盟等
组织和有关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技
术层面沟通机制，并将继续及时提
供中国疫情防控和诊疗技术指南
的更新版，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
形式支持防控和临床等中外专家
交流，分享相关经验和技术。

在保障本国检测需要的基础
上，中国的病毒检测试剂也走出国
门，由多所高校研发的14种新冠病
毒检测试剂盒进入欧盟市场，已向
意大利、英国、荷兰等11个国家供
货。近期，中美等国科研机构在疫
苗研发方面取得新进展，目前全球
有20多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正
在研发疫苗。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26日
表示，DNA疫苗方面，中国企业正与
美国Inovio公司进行实质性合作；
mRNA疫苗方面，中国企业正与德
国BioNTech公司进行实质性合作；
在重组蛋白疫苗方面，中国企业与
英国GSK公司进行着合作。

目前，疫情已蔓延至190多个国
家和地区，60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大疫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国际社会闯过“至暗时刻”、赢得最
终胜利注入了宝贵信心和动力。

据新华社、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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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在中国新冠肺
炎疫情最严重的时
候，国际社会对中国
提供的政治支持和物
资捐助。”3月20日的中
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发言人耿爽说。

3月23日，在同一
个场合，耿爽又说了
这番话：“对于曾经为
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援
助的国家，如果有需
要，我们一定会投桃
报李。对于疫情严重、
防控物资缺乏的友好
国家，特别是亚非拉
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
家以及非盟等区域组
织，我们也会尽力提
供援助。”

过去两个多月，
中国的疫情在经历暴
发、高峰、拐点和控制
之后，中国以外的全
球疫情又出现暴发和
蔓延，意大利、西班牙
等欧洲国家和美国成
为新的“震中”。病毒不
分国界，任何国家都
无法独善其身，疫情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

3月22日，在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捐赠卢森堡的防

疫物资进行装机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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