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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驱逐美国记者为阻止外界获取疫情真实信息？
外交部：无稽之谈、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
方对美国媒体采取的有关措施完全是对
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对等
反制，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所谓中方采
取反制措施是企图妨碍外界获取疫情信
息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18日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政府不遏制
病毒，却压制信息，驱逐美国记者。此前，
美方官员也多次说过，中方疫情应对不
公开、不透明。中方驱逐美国记者，是为
了阻止外界获取疫情真实信息。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按照这种逻辑，美方变相驱逐中方

60名记者，是不是也在企图妨碍外界获取
疫情信息？是不是美方早就预料到一个月
后国内的疫情会扩散蔓延，怕中国媒体去
揭美国的老底？美方驱逐中方记者背后究
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是在试图
掩盖什么？”耿爽说。

耿爽说，疫情发生以来，美方应对是
否有效、信息披露是否公开透明，大家都
看在眼里。不少美国民众和美国媒体，以
及国际社会有识之士都对美方应对疫情
的迟缓、信息的混乱提出了质疑。“如果美

方真像它标榜的那样公开透明，是否也可
以像中方一样邀请世卫组织专家组到美
国考察？是否可以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

耿爽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
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采取最全
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取得重
要成果，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
时间，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充
分肯定、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

“面对疫情，美方企图甩锅推责、转嫁
矛盾，这不仅对美国自身的疫情防控工作
没有丝毫帮助，对国际社会开展抗疫合作
也没有丝毫帮助。”他说。

外交部：

希望美方停止抹黑攻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媒体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针对美方称
被列管的五家中国驻美媒机构非真正独
立媒体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
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
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希望美方消除自身
携带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病毒，停止抹
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媒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来
美方多次表示，被列管的五家中国驻美
媒体机构受中国政府控制，是中国共产
党的宣传机构，不是真正的独立媒体。而
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的美国媒体都是真
正的媒体。因此，双方的举措根本不对
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有关言论充分暴露了
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从中美建
交的第一天起，美方就清楚的知道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
中国媒体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第一天
起，美方就清楚的知道中国媒体的属性。
4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
国媒体的属性也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为何美方近来开始言必称中国共产
党，试图挑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关
系？为何美方近来开始拿中国媒体属性说
事，借此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变相
大量‘驱逐’中国记者？”耿爽说，每个国家的

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行的方式也各不相
同，美方凭什么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
的标准评判他国媒体，凭什么给中国媒体贴
上标签，对中国媒体进行污名化和无理打压？

“中方无意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我
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政治制
度。如果美方像自己声称的那样相信自
己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西方民主自由终
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什么惧怕中国共产
党，惧怕中国媒体？！”耿爽说。

他说，中方希望美方认真反思自己
的所作所为，消除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
偏见的政治病毒，停止抹黑攻击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媒体。

外交部驳“中国制造有毒”论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针对一些“中

国制造的产品携带病毒，呼吁抵制中国制
造”的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示，
在这场国际社会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请尊
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他人、尊重自己。

“疫情发生以来，看到一些人不负责
任地散播谣言、制造恐慌。”耿爽在当日例
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不知道这
些人发表荒谬无知、耸人听闻言论的目的

是什么，是哗众取宠，还是欺世盗名？
他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防疫

和医疗物资生产和出口大国。当前疫情
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面临口罩、防护
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缺口，希望得到中
国援助或从中国购买。中国在全力抗击
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已经并
将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并为他们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

便利。中方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普遍赞誉。

“如果有人说‘中国制造有毒’，那么
请说这种话的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不要穿中国
生产的防护服，不要用中国出口的呼吸
机，以免染上病毒。”耿爽说，“在这场国
际社会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请尊重事
实、尊重科学、尊重他人。最重要的是，尊
重自己。即使科学暂时无法到达的地方，
文明还会到达。”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文彬

“门口一定要守严，不能因为疫情
形势好转有丝毫放松。”“要做好开学前
后的各项准备工作”……3 月 20 日，已
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的湖南科技职业
学院副校长、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第一
副组长卢文涛，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叮
嘱着。

疫情期间，卢文涛平均每天工作15
小时，连续奋战在学校疫情防控第一线
达 40 天，最终累倒在办公室。3 月 7
日，他被送进医院ICU抢救。

“卢校长就像铆足了劲的钟表，日
夜都在摆动。”说起卢文涛，后勤处处长
孙义军眼里噙满了泪水。自 1 月 27 日
以来，卢文涛坚守一线，每一项工作都

亲力亲为，早上7点就到办公室，夜深人
静回家是家常便饭。后来，他嫌回家的
路上耽误时间，干脆睡到学校办公室。
学校食堂没有开餐，他饿了就用方便面
充饥。

全面核准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庭成
员的信息和行踪，是做好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的第一道“防火墙”。卢文涛和同
事夜以继日工作了 5 天，完成了全校
759 名工作人员、229 名退休职工及其
家庭成员的信息核准和行踪调查工作，
对全校 12000 多名学生及其家庭成员
信息进行了核查。

在核准教师及家属信息时，卢文涛
发现学校有6名教师先后到过或者路过
湖北。他立即制定了严密的包保制度，
实施“一包一保制”，即一名学校后勤处

的同志包1人，一位家庭成员保1人，确
保隔离人严守纪律，安全度过 14 天隔
离期。

“卢校长的心特别细，经常叮嘱我们
与学生联系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加强
心理引导，把学校的关怀、老师的关爱传
递到每个学生。”学生处处长胡利说。得
知学校还有3名学生留守在武汉市区的
老百姓大药房实习，卢文涛心里一直放心
不下。“卢校长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学生
的近况，叮嘱我们要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帮
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该校药学院
2017级辅导员严艳说。

“他似兄似父，话语亲切，终于让我
放下了压在心头的包袱。”学校年轻教
师王老师从湖北归来后，因心情紧张，
导致体重迅速下降了几公斤，思想包袱

很重。卢文涛知道后，对他进行开导，
帮助他们一家顺利度过了 14 天隔离
期。还有一位教师发低烧，因恐惧疫情
不敢去医院，卢文涛闻讯后当即前去劝
说，还陪着他前往医院就诊，查明只是
受凉导致，卢文涛也放下了心。

夜深了，卢文涛把泡好了的方便面
送到安保人员手中。有时候，他放心不
下暮云校区的工作，晚上又驱车赶往暮
云，一个来回就是两个多小时。谈到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卢文涛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防控必严格，隔离不隔情，
隔离的只是身体，温暖的应当是人心。

“疫情是一次大考，也是党性的试
金石和磨刀石。40天来，卢文涛没和家
人吃过一顿饭，没睡过一个好觉。即使
90岁的母亲住院，他安排家人去照顾，
自己仍坚守岗位，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
党员的本色。”校党委书记李三福、校长
戚人杰说，正因为有卢文涛这样默默奉
献的校园守护者，迄今为止，该校无一
例疫情发生，师生健康得到了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通讯员 唐豪初 张东红

3月16日11时许，娄底市新化县孟
公镇大山里的深度贫困村瑞阳村，67岁
村民曾必云在家人陪同下来到村里“陈
瑛卫生室”。

头一天晚上，曾必云左下胁突然剧
疼。陈瑛医生接诊后，问知曾必云没受
伤，无腹痛，怀疑是心脏出问题，便领着
他来到“远程诊室”，连线新化县人民医
院远程会诊。陈瑛介绍：“远程会诊随
到随接，县市内医院免费，本省、外省医
院只需50元通讯费。”远程“心电图”检
测结果，曾必云“心梗”，需马上转院治
疗。曾必云在家人护送下立即赶往80
多公里外的新化县人民医院，晚上6时
多入住心内科。曾必云的女儿在广东
打工，闻讯后立马启程回来。她感激地
告诉记者：“幸亏家门口有医生，为父亲
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

新化县卫健局副局长刘洁辉介绍，
娄底连年加大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力度，为方便村民，29个村卫生室已建

成“远程诊室”。当日上午，陈瑛接诊23
名病人，3名连线远程会诊。

在村行医30年，去年参加转岗培训
后，陈瑛成为瑞阳村驻村全科医生。陈瑛
对村民健康情况了如指掌：“全村约2400
人，现有糖尿病150例，结核病2例，重症
精神病8例，高血压160例，我对他们每季
度一次面访，了解病情指导用药。”

跟陈瑛常驻村不同，廖贵玲是镇卫
生院的一名西医临床医生，转岗培训
后，2017年成为第一批驻村全科医生，
定期驻村。记者来到天盆村，跟随她与
村医伍先立一起，走访 68 岁的糖尿病
患者伍先列。伍先列家的狗看到她，老
远摇着尾巴迎上去。例行检查后，廖贵
玲像家人般叮嘱：“按时服药，没有多大
问题，放心好了。”回到村卫生室，正好
有一名手打着绷带的村民来就诊，她又
指导村医开药。

孟公镇31个行政村，27名驻村全科
医生，其中23名临床医生、4名乡村医生，
都经过严格转岗培训。该镇中心卫生院
负责人伍月明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全镇
划分4个大网格，32个小网格，所有驻村

全科医生进网格，承担健康宣教、疫情监
测等任务，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辛勤付出为
疫情防控立了大功。红星村驻村医生彭
婷婷在对离汉返乡人员监测时，第一时间
发现李某清体温异常，立即采取措施，后
来被确诊。伍月明感慨地说：“所幸发现
早，否则后果难料。”

疫情发生，战“疫”打响，娄底统一
部署：1670名驻村全科医生进驻13102
个网格，筛查 1456830 户，健康登记
76620 人。娄底市卫健委主任罗琳评
价他们：快速响应，冲在一线，宣讲知
识，安抚患者，答疑解惑，还要帮群众解
决防控、生活所需物资。涟源市湄江镇
泮田村龙长春既是村支书，又是驻村全
科医生，他把家搬进了自己的小货车，
不是在村口值守，就是在村里巡查，或
者发放防控物资。双峰县印塘乡柿心
村驻村全科医生杨鹏，曾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防控期间没休息一天,他说：“现在
是我回报大家的时候。”涟源市市长刘
杰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充实网格化管理，涟源把疫情防
控期间形成的全科医生驻村工作模式

坚持下来，并加以完善。”
2017年初，娄底提出“全科医生驻

村全覆盖”。罗琳介绍，这是从以治病
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注重

“治已病”转向“治未病”，是打通健康扶
贫“最后一公里”，解决好因病致贫返
贫、让群众少生病等问题的关键举措。

3 年来，娄底共注册驻村全科医生
1670人，他们组建“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群众240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5
万余人。娄底市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指导乡村医生开展基本医疗、公卫服务和
健康扶贫中，驻村全科医生作用不可替
代。疫情防控中,他们再立新功，补齐了医
卫服务体系中的基层短板，为全面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谈到这项工作的规划，娄底市市长杨
懿文介绍：“今年全市1825个建制村有望
实现‘四个一’，即每村一名驻村全科医
生、一个标准化村卫生室、一套适用医疗
设备、一套完整服务模式，实现‘首诊在基
层’。届时，广大驻村全科医生将身兼指
导员、宣传员、服务员、报告员4职，真正成
为村民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刘志军 潘芳

3月20日，双牌县理家坪乡的乡贤
们，把种子等春耕物资捐给当地贫困户。

近年，永州市各地农村相继成立由
热心老人、离退休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等为主的“乡贤团”，支持新农村建设。
今年，全市近1万名乡贤闻“疫”而动，至
今坚守防疫一线。

坚守到抗疫全胜

3月19日傍晚，祁阳县浯溪镇宝塔
街社区，70岁的乡贤邹素春还在逐户排
查外来人口。

今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邹
素春主动离开儿子家，赶到社区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

当时，村民们对疫情认识不足，不配
合工作，还冷嘲热讽。邹素春不辞辛苦
地宣传、劝导，慢慢赢得大家的理解。

陈某是县防控指挥部重点关注对
象，但他拒绝工作人员上门测量体温。
邹素春主动请缨，3次登门做工作，陈某
终于说：“您这么大年纪还为大家奔波，
我配合工作。”

目前，广大乡贤仍坚守宣传、排查外
来人口等防疫一线，他们纷纷表示，战

“疫”不获全胜，绝不放松。

爱心暖乡村

捐献爱心，回报家乡，是永州市广大
乡贤的共同心声。

祁阳县大村甸镇乡贤捐款捐物达30
余万元,其中唐有祥等个人捐款上万元；
冷水滩区黄阳司镇冯干岭村乡贤理事会
成员宋爱民、冯德发、冯祥军等，为村民们
捐口罩。牛角坝镇乡贤会长唐圣光向市
慈善总会捐款和口罩，向牛角坝镇乡贤协
会捐款5000元。黄阳司镇乡贤协会会
长唐荣文捐3000个医用口罩……

在广大乡贤的带动下，全市掀起战
“疫”献爱心热潮。

服务春耕生产

为夺回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永州市
广大乡贤主动服务春耕生产、复工复产。

双牌县泷泊镇崔家村乡贤协会成
员主动联系农资，全村新增种粮面积
50多亩。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小古漯村扶贫车
间年前接到6万件内衣订单。年后因疫
情迟迟没开工生产。

该村乡贤们主动排班对扶贫车间消
毒，动员村民们复工。不久，200名员工
全部复工，顺利交付了年前的订单，还接
到不少新订单。到目前，江永县扶贫车
间100%复工复产。

村民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娄底1670名驻村全科医生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医改
新探索

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连续奋战40天

他累病在校园防疫一线

最美夕阳红
——永州乡贤抗疫剪影

3月20日，洞口县火车站，务工人员乘坐免费务工专列G9653次列车前往
广东。当天，该县通过铁路部门安排2趟务工专列，运送2209名农村务工人员
前往广州、虎门、深圳。 滕治中 摄

乘免费专列去务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
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
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其中多批
援助物资已经送达受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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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说。

耿爽表示，当前，中国也在向遭
受疫情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主要正
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政府间
援助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 82
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

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
其中多批援助物资已经送达受援方。
二是在医疗技术合作方面，中国和世
界各国分享中国的诊疗方案，与很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卫生专家视频
会议，并向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派
遣医疗专家组。三是在地方政府援助
方面，中国有关地方政府已经向韩
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城市捐赠了
物资。四是在民间援助方面，中国的
很多企业和民间机构已经开始为有
关国家提供捐赠。

耿爽介绍了对韩国、巴基斯坦、
意大利三国的援助情况。他说，中国
政府向韩国援助了口罩、防护服等医

疗物资，20 多个地方政府通过国际
友城渠道向首尔、大邱、庆尚北道等
地捐赠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检测试
剂、测温仪等物资。中国政府第一时
间向巴基斯坦援助了检测试剂、口
罩、防护服等物资，并将积极支持巴
方建设隔离医院。中国有关省市也向
伊斯兰堡市、卡拉奇市捐赠了口罩。

他说，中国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
都向意大利援助了医疗物资，第三批
医疗专家组即将派出。此外，中国丝
路基金决定向意大利民事保护局和
伦巴第大区政府捐赠 2 万只 N95 口
罩、2万人份检测试剂，第一批物资已
经运抵意大利。

外交部：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
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抗疫援助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破万 污名化中国引发批评
新华社记者

19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超过13000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试图再度
给新冠病毒贴上“中国病毒”标签，此
举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和批评。分析
人士认为，新冠病毒持续蔓延，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美国一些政客借机污
名化中国，意在转移民众对政府应对
疫情不力的愤怒。

特朗普再次污名化中国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日

晚间公布的统计，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达到13159例，成为全球七个确
诊病例过万国家之一。这一数字也意味
着，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美国新增逾
4000病例。面对如此严峻疫情，特朗普
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却咬住中国，称
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病毒”打仗。

在当天的这场记者会上，《华盛
顿邮报》摄影记者在现场抓拍到一张
颇具看点的照片，照片显示特朗普讲
话打印稿中有一处明明为“新冠病
毒”的表述竟被人为使用黑色记号笔
改成“中国病毒”。这张照片已在美国
国内形成舆论热点。不过，实际讲话
时，特朗普还是在删改那处使用“病

毒”一词模糊带过。

疫情扩散可能致美经济衰退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

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
作风认为，美国国内已出现较严重的
社区感染，随着病毒检测进一步放
开，越来越多出现症状或担心有症状
的民众接受检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或在短期内持续快速上升。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主任福奇日前估计，美国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数可能在45天后达到峰值。舆
论认为，疫情持续扩散将对美国经济
构成严重影响。

纽约股市18日触发本月第四次熔
断。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在
市场意识到病毒危机达到顶峰或者有
所改善之前，市场波动还将维持在“极
端水平”。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
森警告说，未来六个月美国经济增速
将减半至1%左右水平，若政府应对不
力或者相关措施推迟出台，美国经济
可能会陷入衰退。

“甩锅”旨在推卸责任
一些美国媒体评论说，特朗普多次

使用“中国病毒”说法，是赤裸裸的种族

歧视行为，其用意是转移美国国内对其
领导的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愤怒。

《大西洋月刊》刊文说，特朗普的
污名化做法，第一个目的是让公众相
信犯错之人不是美国政府，“但这一
目的难以达到，因为我们都看到了特
朗普灾难性的误判及其后果”；第二
个目的则是煽动仇华情绪。

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刘云平
直言，特朗普在亚裔群体中制造恐
慌，转移了社会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
的愤怒。

中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
特朗普近期多次在社交媒体平台

和公众场合污名化中国。美国国务院、
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也在官方社交
媒体平台作出类似表述。由于舆论场受
到毒化，美国多地出现针对亚裔的歧视
或暴力行为。

对于美方的污名化行径，中方强
烈愤慨、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
正错误，停止对中国无端指责。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把疫情政
治化、将病毒标签化、对中国污名化
的行径不利于国际社会团结，严重妨
碍各国携手共同应对疫情，必须坚决
明确抵制和反对。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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