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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2019年4月30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寄语当代青
年。重温这一重要讲话，海外青年学子
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
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上，练就过硬本领，不负青春韶华。

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主席、法
国巴黎第八大学博士生丁剑说，当今世
界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面临各种不
确定因素。留学人员坚守爱国主义、留
学报国的理想信念不能动摇。只有把个
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统一在一
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生杨荣志

说，我们要志存高远，担负起时代使命，
在担当中历练；要抓紧学习掌握科学知
识，提高内在素质，使自己的思维视野、
认识水平与时俱进；我们要继续发扬五
四精神，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和我们的
青春韶华。

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主席贾海航说，五四精神一直激励
着我们海外留学生刻苦学习、勇于担
当。留学生要发扬五四精神，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

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
生顾昱雯说，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

中，许多“90后”医务工作者冲在前线，
书写了新时代青年的动人篇章。作为
一名海外求学的传播学学生，自己要扎
实学习理论知识，为维护中国国家形
象、发出中国声音作出贡献。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博
士生卢森通说，我们青年人生活在这个
伟大的时代，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
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缅甸仰光大学博士生高晓艳说，作
为留缅学生，应该练就过硬本领，继续
为促进中缅交往、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学生张涵
一表示，作为留学生，我们的未来与国家
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要发扬五四精
神，刻苦学习，练就本领，努力奋斗，迎难
而上，在新时代迸发出活力和创造力。

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学生李
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运动以
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
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
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
民族的100年。我们新一代青年必将
不辱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与记者 唐霁 陈文仙 尚
昊 吴刚 高山 潘革平 张东强
车宏亮 任军 李浩）

练就过硬本领 不负青春韶华
——海外青年学子热议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
□钟声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的疫情最为严重。中国人民感同身受，
十分揪心。“世界是个地球村，一个人不
安全就是所有人不安全”，中国网民留
言表达的尽己所能、伸出援手的愿望，
感人肺腑，传递着人间的温情。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的表现，却让
人十分气愤。人命关天，可在他们眼
里，生离死别的哭泣，整车转运的尸
袋，居家死去无人发现的惨剧，都不是
当务之急。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如何借
此玩一些政治把戏，把自己应该承担
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美国媒体评论
说，疫情肆虐，而一些政客却最专注两
件事：怼媒体、怼中国。《波士顿环球
报》言辞犀利：坐失抗击病毒良机，“他
们的手上沾满美国人的鲜血”。

“污名化中国”冲击国际正义。中
国的抗疫行动全程公开，艰苦卓绝，有
目共睹，绝不会被少数人肆意泼污水所
抹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由衷表
示，中国人民“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
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多次
表示“中方行动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
见”。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柳叶刀》最
近发表社论评价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
国得到迅速遏制令人印象深刻，“为其
他国家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中国
不惜一切代价抗击疫情，成功遏制了病
毒扩散蔓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现
在反遭一些无良政客肆无忌惮的诬蔑、

“甩锅”。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污名化中国”当不得救命良药。新

冠病毒挑战的是人类的生命权和健康
权。当今之际，救人与推责孰轻孰重，合
作和谩骂谁更重要，不言自明。现实却
令人大跌眼镜，美国一些政客不是想方
设法治病救人，而是热衷于发出巫师般
的咒语，以为这就可以救人之命。美国

《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白宫没
有在疫情初期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这是当前美国疫情大暴发的最主要原
因。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直
言，“从一开始，中国就做了很多正确的
事情，就像任何有病毒出现的国家一

样”，“令人难过的是美国本可以做得很
好，但恰恰是它应对得最为糟糕”。

“污名化中国”危害全球抗疫。美
国作为头号经济科技强国，拥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强大的科研能力、领先的医
疗水平，理应在有力有效控制国内疫情
的同时，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帮助更多
防控薄弱国家和地区。美国一些政客
的拙劣表演，只会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
努力，破坏命运与共的共识，破坏守望
相助的家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各
国提供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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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诋毁中国的把戏，背后有着
险恶的政治操弄和政治用心，这一点，
从美国各界到国际社会都看得真真切
切——《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对疫
情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算计
所掩盖”。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主席吉姆·奥尼尔以《指责中国是一个
危险的注意力转移策略》为题撰文：“对
许多政府而言，污名化中国似乎是一种
转移民众注意力以掩盖本国抗疫准备
不足的策略。当下，全球头等大事理应
是对疫情引发的健康以及经济双重危
机做出全面协调应对，这种指责的闹剧
不仅于事无补，更蕴藏危机。”

对危险的“政治病毒”，同样需要
全球合力抗击。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
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发出警
告，新冠肺炎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还可能成为一种加剧仇外、排外和仇
恨情绪的病毒。西方一些戴口罩的亚
裔人士在街头遭到辱骂和殴打就是可
怕的例证。世界著名科学期刊《自然》
发表社论指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
攻击对象，对难以计数的人造成身心
健康和谋生方式的损失。”

面对病魔，是肆意挑拨、造谣生
事，还是团结合作、共克时艰，考验着
人类对历史、对生命、对未来的道德和
良心。毫无疑问，如果任由“政治病
毒”冲击国际正义，任由美国一些政客
把病毒当作政治武器，世界遭受的损
失和痛苦，将难以估量，而且将在人类
历史上写下十分黑暗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污名化是危险的“政治病毒”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一）

新华社日内瓦4月30日电 （记
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4月30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
诊病例达到3006072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30日10时（北京时间
16时），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71835例，达到3006072例；中
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9797
例，达到213126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71839例，达到3090445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9797例，达到
217769例。

世卫组织：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
达3006072例

□新华社记者 栾海

4月 30日，俄罗斯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数突破10万，达106498例，过去
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7099例；累计死
亡1073例，新增死亡101例。据世界
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间4月29日
10时（北京时间16时）的统计，俄罗斯
确诊病例数在所有国家当中位列第
八。那么俄罗斯目前疫情形势如何？
疫情峰值何时到来？

从数据来看，虽然俄罗斯累计确
诊病例数已突破10万、累计死亡超过
1000 例，但相对于其 1.44 亿人口而
言，俄感染率和病亡率并不算高。据
俄新社报道，截至4月29日俄累计确
诊患者约占全俄人口的 0.07%，累计
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0.0007%。

从病例分布来看，莫斯科是俄罗
斯疫情最严重地区，但莫斯科以外地
区病例增长更快。据俄防疫指挥部数
据，3月 30日莫斯科新增和累计确诊
病例分别占俄全境新增和累计病例的
70.2%和66.8%，到4月30日这两个数
字分别降至43.6%和50.5%。

俄卫生管理研究单位负责人曾多
次指出，自3月30日莫斯科和俄多城
实施居家隔离制度以来，很多民众不

遵守隔离规定仍外出活动导致感染率
迅速增长。

现有多数预测认为，俄新增病例
占总人口比例会在6月上中旬达到峰
值并进入平台期。

俄正开足马力生产、进口防疫设
备用品，开展药品试验和疗法研发。
据俄工业和贸易部4月27日消息，当
前俄每天生产各类口罩800万个，4月
份俄各类口罩总产量约1.4亿个，同月
从中国进口口罩超过1.05亿个。俄工
贸部部长曼图罗夫日前表示，俄企业
到4月底能日产防护服 2.5万套。据
该部4月29日消息，俄已从中国进口
超过百万套防护服。

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日前表示，
俄正对5种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国产
药进行临床试验，以期用这些药治疗
重症患者，此外还有4种治疗新冠病毒
感染的药物正等待审批。

截至4月28日，全俄总共筹集了
11.6万张可供救治患者的病床及配套设
备。继俄首座板房式医院4月21日在
莫斯科远郊开门收治患者后，俄政府还
将拨款建设10余所这类医院。此外，莫
斯科市政府正考虑将该市的一座展览中
心、一个商贸市场和一个汽车销售大楼
改造成临时医院，以收治轻症患者。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俄新冠确诊病例破10万背后探疫情

新华社莫斯科4月30日电 （记
者 李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4月
30日向总统普京报告说，他本人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公告说，米
舒斯京当天在与普京的视频会谈中
说，他刚刚得知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依照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
护和公益监督局的要求，他需要进行
自我隔离并遵医嘱。

米舒斯京表示，俄政府将继续正

常运转，他会以电话或视频的形式与
政府同事和普京保持沟通。同时，他
提议由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代理总
理一职。

米舒斯京呼吁俄公民谨慎对待疫
情，在5月假期期间呆在家中并遵守必
要限制规定。他说，相信俄罗斯能够
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政府将为此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普京当天签署命令，由别洛乌索
夫担任俄代理总理。

俄总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4 月 30 日，在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国防
部长武林（左）向中国赴塞抗
疫医疗专家组组长彭志强授
勋。塞尔维亚国防部 4月 30
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中国
赴塞抗疫医疗专家组的 6名
专家授予军队最高级别纪念
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帮助塞
尔维亚抗击新冠疫情中所作
贡献。

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
摄

塞尔维亚向
中国抗疫医疗
专家组授勋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侠克
梁建强 鲁畅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新冠肺炎
疫情之下，今年这一天显得更加特别。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里，广
大医护人员驰援一线，基层民警冲锋在
前，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昼夜值守……
无数劳动者用奋斗铸起防控的铜墙铁
壁，用平凡铸就伟大，共同谱写了一首
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劳动者之歌。

以生命赴使命 点亮希望之灯
1日上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

院附属红旗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查看
新冠肺炎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并根据
各项数据采取相应治疗措施。

近段时间，随着境外疫情输入，中
俄边境小城绥芬河成为战“疫”最前
线。4月 11日，刚从武汉一线结束战
斗，回到成都短暂休整，康焰就临危受
命，一路北上。

“与疫情抗争，绝不放弃。”除了对
症治疗，康焰每天查房时都细心观察，
鼓励患者树立信心。“对患者进行心理
疏导也是医护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
他们看不到你的笑，但能感受你的情
绪；他们可能听不懂专业术语，唠几句
家常就会安心……”

和康焰一样，不少从湖北归来的白
衣战士，甲未卸再出征。随着防疫物资
调配，核酸检测实验室建立，经绥芬河口
岸入境的380多名确诊患者得到及时救
治，在边境线上筑起一道生命守护线。

疫情防控的全国棋局上，湖北和武
汉是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决胜之地。

4月24日，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搏

斗，危重症和重症病例实现清零，但与
病魔的博弈仍在继续。

清零，意味着重症患者两次核酸检
测均呈阴性，但对于高龄、基础性疾病
并发症等重症患者来说，愈后康复之路
仍然漫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ICU重症病房里，数十名医护人员
每天4班倒，每组4至5名医生，单次进
舱6小时，全天候无缝衔接。

“再努力一点，再用心一点，我们就
可能创造奇迹。”同济医院急诊与重症
医学科主任李树生说，对他们而言，病
区“清零”才意味着真正的休息。

越艰难越向前 守护共同家园
上午9时，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地

下商业街刚开市，中山路派出所民警束
祖超匆匆赶了过来。“李老板，这几天人
会越来越多，您这生意好，要注意做好防
护。”在一家商户门前，束祖超提醒说。

针对小长假可能出现的人流高峰，
束祖超每天都会在“地下商城治安联防
群”里，向商户们宣传疫情防控最新政
策，指导店铺生成健康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疫情防控仍
不能松懈。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盯紧
一些，让大家开开心心过节。”束祖超说。

“百姓过节，民警过关。”无论大小
节假日，广大民警始终坚守岗位，甚至
比平时更加忙碌。

当前，绥芬河口岸旅检通道已关
闭，但货检正常进行，过货繁忙。

头套、N95 口罩、护目镜、防护
服……按照二级防护标准，穿戴好防护
装备，“90后”的金敏伊兰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作为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执勤二队的一名女民警，金敏伊兰在绥
芬河公路口岸货检入境通道，负责对入
境货车司机查验。

“戴着护目镜检查护照，非常不方
便。”金敏伊兰说，近视眼镜、护目镜、防
护面屏，多层防护在密闭空间中产生的
雾气，让眼前一片朦胧，只能瞪大眼睛
一遍遍地看。一天连续工作六七个小
时，中间基本不喝水、不进食，她常常热
得大汗淋漓。

愈是艰难，愈是向前。
“不能到武汉，在绥芬河就是抗疫

最前沿。”金敏伊兰说，父亲是边防军
人，母亲是老师，她的名字“伊兰”取自
达斡尔族的传奇女英雄“傲蕾·一兰”。
这次“参战”让她心愿达成。

一刻不松懈 迎接更大胜利
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地区石

佛营东里社区门口，60多岁的呼桂英戴
着红袖章，手拿测温仪，认真地检查每
位进入小区居民的证件。“虽然4月30
日起北京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二级，但
继续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抓好全天候
值守工作仍不能放松。”

抗击疫情，热心的“朝阳群众”也从
未缺席。在石佛营东里社区，活跃着一
群楼长，带领大家守护整栋楼居民的安
康。

呼桂英是113号楼的楼长，是个快
人快语的“热心肠”。疫情发生后，由于
缺少物业公司管理，个别居民不守规
则，楼内卫生出现问题。对这些不配合
防控工作的“顽固派”，呼桂英“直拳”出
击，毫不客气。

站岗值守、政策宣传、防疫消杀……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把社区
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
蔓延的渠道。

2月以来，无论风雪严寒，每天18
时，总会有一个行走不便者的身影，驻
扎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道正大社
区，守护夜幕下的社区。他就是社区残

联专职委员李淑荣。
“社区女同志多，大家都太辛苦了，

晚上值勤的工作就交给我。”2月 4日
起，天一黑，李淑荣就来卡点报到，认真
排查每个人、每辆车，确保小区居民有
踏踏实实的“安全”。

由于双腿患有残疾，每次值勤后，
李淑荣都背对着人轻敲自己的腿。除
了夜间在卡点值守，白天本应休息的他
还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宣传防疫知
识。

爱心涌动，共克时艰。正是像李淑
荣一样的“战士”们，筑牢了疫情防控的
人民防线，坚定了战“疫”必胜的信心。

“叔叔，咱们又见面了。”5月1日，
在湖北咸宁通山县双泉社区，通山县供
电公司员工郑峰和14岁的陈朋时隔44
天后，两人再度相见。

2月7日，通山县供电公司组织108
名志愿者下沉社区，参与包保路段四个
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郑峰是其中一
员。

值守期间，陈朋的父亲因体温达到
37.5摄氏度，被送往通山县隔离观察，
家里只剩下陈朋一人。郑峰得知后，每
天给他送饭，和他聊天。一来一往，两
人成了“忘年交”，一起度过了困难时
期。

匆匆一见，郑峰又和其他志愿者一
道，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从雷锋精神到志愿精神，爱的薪火
从未停止。广大志愿者，正是这场人民
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在这个特殊的假期，千千
万万名劳动者仍在“疫”线坚守，夜以继
日、步履不停，凝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
合力，终将共同迎来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战 斗 在 防 疫 最 前 沿
——来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致敬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记者
张泉）国家卫健委1日通报：4月 30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2例，其中6例为境外输入病
例（上海5例，福建1例），6例为本土病
例（黑龙江5例，内蒙古1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
输入疑似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2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82人，重症

病例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05例（含

重症病例7例），现有疑似病例7例。累
计确诊病例167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1165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4 月 30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99例（其中重
症病例 38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7642例，累计死亡病例4633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82874 例，现有疑似病

例 9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732966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7761人。

湖北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现有确
诊病例，无重症病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63616例（武汉46464例），累计死亡
病例4512例（武汉3869例），累计确诊
病例68128例（武汉 50333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
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6
例（境外输入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36例（境外输入11例）；尚在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 981 例（境外输入 115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511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037例（出院846例，死亡4例），澳门
特别行政区45例（出院35例），台湾地
区429例（出院322例，死亡6例）。

国家卫健委：4月30日新增确诊病例12例其中境外输入6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