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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欧洲抗疫记
“要不是周医生，我肯定得叫救护

车去医院了。”丹麦哥本哈根 51 岁的
“中丹创新中心”总经理卡琳·维斯·安
科斯提娜日前对记者说。

3月一次家庭聚会后，安科斯提娜
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症状。根据当地
规定，她只能在家隔离，但她的状况却
一天比一天糟，有几次，家人差点要叫
救护车了。就在此时，朋友推荐了一位
旅居丹麦30多年的老中医周鹏彦。

视频电话问诊，跟踪病情，调整用
药……在周医生帮助下，安科斯提娜坚
持服用中药三到四周，身体逐渐好转，
而跟她一起用药的母亲和女儿都已完
全康复。

随着欧洲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向中
医求助的人也从最初以华人为主，慢慢
扩大到当地人，且比例呈上升趋势。

中药抗疫的受欢迎度，在当地中药
需求猛增中可见一斑。中东欧中医药学
会会长、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
震说，疫情期间，集团制药厂不但未停
工，还加班加点生产。英国中医论坛主
席、英国中医联盟网创始人王天俊也表
示，自英国疫情进入暴发期，中药材的
需求量是平时的5至10倍。

“中医药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因为
它能因人而异进行针对性治疗。”匈牙利
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说，“中西医结合能
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抗击新冠疫情。”

自英国疫情暴发以来，王天俊便联
合几十名在英国有资质的中医师发起
中医抗疫援助行动，如今志愿者医生已
增至200多人。团队对所有人都提供免
费咨询和问诊。从一开始以救治华人为
主，到现在帮助越来越多一线人员。

“他们是抗击疫情的‘战士’，保证
他们的健康对抗疫胜利至关重要。”王

天俊说，“中医药抗疫效用已在中国得
到证明，我们希望中医药能帮助更多

‘战士’重返战场。”
在匈牙利，从2月27日起，当地华人

中医师开始在首都布达佩斯“煮大锅中
药”，免费为当地民众及华人提供增强免
疫力的汤药。在布达佩斯唐人街的一些
餐厅，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免费提供“化
湿防瘟饮”，帮助人们增强免疫力。

3 月初，葡萄牙疫情刚暴发时，旅
居葡萄牙的中医师颜春明主动在社交
媒体用葡语和英语视频直播，有针对性
地介绍疫情相关防护知识、中医治疗方
案及中国成功抗疫经验，并呼吁做好防
护和隔离。很多网友在留言中向他表示
感激并听取了建议。“只要这些呼吁能
挽救生命，便是对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最
好回报。”颜春明说。

尽管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作用有目
共睹，但中西医不同的标准和理论体
系，让大部分西方人依然对中医药持质
疑态度。不少受访中医师表示，应注重
向当地人解释中医药治疗原理。

不少受访人士认为，虽然疫情之
下，当地民众提高了对中医药的认可
度，但中医药要更好“走出去”，依然任
重道远。“西方人讲究实证，加大对国内
外中医药治疗效果的大数据统计，会更
有说服力。”王天俊说，长远看，需从生
产源头提高标准，依靠先进技术严格规
定用法和用量，并加大中医教学和文化
的中外交流。

“经过此次疫情，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意义更加凸显，希望以此为契
机加大中医药国际交流，擦亮中医药的

‘国家名片’，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大福
祉。”陈震说。

（据新华社伦敦5月23日电）

——中国抗疫彰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理念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挽救生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

能，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中华
民族融入血脉的道德坚守，也是中国救
治新冠肺炎患者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

数据显示，仅武汉确诊的2500多
名80岁以上高龄患者中，救治成功率
接近70%，年纪最长者达108岁。极高
的老年人救治成功率是中国坚持“生
命至上”原则的充分体现。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
第一位”“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
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部
署，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个患者。

——挽救生命，中国千方百计不惜

代价。ECMO 是重症患者的“救命神
器”，全球存量仅千余台。为最大限度满
足湖北重症患者需求，通过紧急采购和
国内征调，湖北一省就集中了 100 多
台，约占全国保有量的四分之一。

——挽救生命，中国不断夯实相关
保障。患者治疗费用，财政兜底负担；足
额发放各类补助；外来人员、困难群众应
保尽保。截至3月21日，全国各级财政
安排的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218亿元。

经过顽强拼搏，绝大多数省份实
现确诊病例和新增病例“双清零”，7万
多名患者治愈出院，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最精锐的医疗资源向最
需要的地方集中

为国者，以民为基。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战“疫”，

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
央政治局会议，对疫情防控战略策略
作出部署，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

为应对疫情，中国调集全国最优
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
源，以期最大程度提高检测率、治愈
率，最大程度降低感染率、病亡率。

五个“最”贯穿了中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始终。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
胜。疫情暴发后，全国 340 多支医疗
队、超过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中国最顶尖的 10 个院士团队奋战一
线，全国近十分之一重症医学骨干接
力上阵……

举全国之力、集优势兵力，尽锐出
战，昼夜不息。

随着全国各地、多个学科的医疗
队员驰援武汉，多学科、多团队协作，
成为武汉各重症收治医院病房中的常
态。在严谨的病理研究基础上，中国的
重症患者救治模式持续优化，由单纯
肺脏治疗为主向多器官支持为主转
变，呼吸功能治疗和管理愈加精细化。
一支支“护心队、护脑队、护肝队”纷纷
成立，不仅治好患者因感染新冠病毒
而引发的肺炎，更让患者全面康复。

“这次的医疗支援行动始终以医疗
救治需求为导向，可以说覆盖全、效率
高、成建制、调度科学有序，成为抗击疫
情、护佑生命的关键力量。”国家卫健委
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

同心抗疫、不胜不休
危机面前，如何对待生命，考验着一

个国家和社会的良知和行动力。“生命至
上”，让人们看到中国党和政府践行一切
为了人民初心时的郑重承诺；而“中国必
胜”，则是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坚定信念。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确诊住院患
者人均医疗费用达到 2.15 万元，重症
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这些
费用除部分由医保报销外，其余均由
国家财政补助，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众
就医的后顾之忧。

此次疫情中，中医药“瑰宝”为救
治轻症患者、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发
挥了巨大作用。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由全国
4900 余名中医药人员共同筛选出的

“三药三方”等中医药帮助全国各地超

7.4万名确诊患者，有效率达到90%以
上。集中隔离、普遍服用中药，为阻击
疫情蔓延筑起坚固防线。

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2.4 万名志愿者奔
走在武汉街头巷尾。他们守望相助，帮
助居民代购代送粮油、果蔬和药品；他
们风雨同舟，重点对孤寡老人、困难儿
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确诊患者家庭、
医护人员家庭等特殊群体提供关爱服
务；他们不辞辛劳、协助做好居民心理
疏导和情绪抚慰，传递信心和力量……

疫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
频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深刻指出：“中国
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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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中国与
各国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尽己所能向
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开设疫情防控网上
知识中心，公开诊疗方案、防控方案，设
立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向许多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支持发展中
国家疫情防控和卫生体系建设……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
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支持世卫
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
救生命。”……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
有声。“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为国
际社会团结合作、抗击疫情指明了方向，
为世界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战胜病魔坚
定了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一个国家有多尊重生命
就会挽救多少生命。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勇
抗疫情。从呱呱坠地的婴儿
到怀胎七月的孕妇，从垂暮
之年的孤寡老人到生活困难
的残障人员……中国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始终把特殊
群体安危视作头等大事，不
惜代价、不计成本全力畅通
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一
位发言人 22 日对媒体表
示，英国将研究美国总统
特朗普提议下月举行七国
集团（G7）峰会的细节。特
朗普此前表示，仍在线下
而非通过视频形式举行本
次峰会，具体时间和地点
计划下周宣布。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
政府意在借主办G7峰会之
机向外界发出美国重回常态
的信号，但鉴于全球新冠疫
情形势依旧严峻，线下峰会
成真并非易事，跨大西洋关
系裂痕在疫情中进一步加
深，也为峰会前景蒙上阴影。

美国：
展示复苏

特朗普21日表示，峰会的主要
部分会在白宫举行，但也可能会有
一部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
维营举行。他此前在社交媒体上
说，考虑将峰会时间设于原定或相
近时间，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已开始
从疫情中恢复，召开峰会将是“正
常化”的重要标志。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奥布莱恩 21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此次峰会将集中讨论全球应对

疫情的举措。特朗普希望在白宫会
晤各国领导人。

今年G7峰会由美国主办。受新
冠疫情影响，美国政府 3 月取消了
原定于 6 月在美国举行的 G7 峰会
并准备以视频会议取而代之。去
年，白宫因为计划在特朗普名下的
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G7峰会而广
受批评。

美国媒体分析说，特朗普下定
决心要对外发出美国重回常态以
及经济复苏的信号。举办峰会能强
调特朗普关于美国可以重启，以及
疫情最糟糕阶段已经过去的信息，
即便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警告仓促
重启经济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疫情。

盟友：
回应不一

对于特朗普召开线下峰会的
提议，G7成员反应不一。

英国方面表示，将与白宫就线
下峰会的事宜保持沟通，但还需要
进一步看美方的提议细节。意大利
的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正在等待美
方的具体计划。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愿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前往戴维营。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关注美方的提
议，同时强调安全的重要性。日本
政府则表示，对特朗普的提议仍在
研讨之中。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回答记者
是否会接受特朗普邀请时表示，不
管这次会议以何种形式举行，她都

会为多边主义斗争，不管是在G7还
是在G20(二十国集团)。

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疫情全
球蔓延的情况下，类似的大型国际
会议涉及人数众多的各国官员、后
勤人员和安保人员，无疑将加大防
疫难度，加之目前大部分国际旅行
甚至外交旅行也因疫情中断，G7领
导人势必权衡出席此次线下峰会
的各种利弊，并做出谨慎表态。

峰会：
前景几何

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曾多次高价抢购或截留
德国、法国、加拿大等盟友订购的
防疫物资，其单边主义做法招致越
来越多反感，美国与盟友间的离心
力不断增大，为峰会前景蒙上阴
影。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部主
任亚历山德拉·德霍普·斯海弗4月
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危
机让欧美关系遭遇“休克”，是跨大
西洋关系的一次“碰撞测试”。美国
政府在疫情中表现出对欧洲盟友
的漠不关心，加剧了大西洋两岸的
隔阂。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何塞普·博雷利近日在谈到跨大
西洋关系的重大分歧时指出，这次
疫情大流行中，多边主义遭到了美
国的质疑，但欧洲认为多边主义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2日电）

疫情当下，G7线下峰会能否成真

世卫组织：

南美已成全球疫情新“震中”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2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
安在2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南美洲目前已经成为新的
全球新冠疫情“震中”，其中受影响最严重

的是巴西。巴西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2日19时，巴西24
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0803例，创单日增
量新高，累计达330890例。目前，巴西超过
俄罗斯，成为全球病例数第二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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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报道，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以
及11个州的卫生部门都承认，在新冠
防疫检测工作中，存在将病毒检测和
抗体检测数据混在一起的情况。消息
一出，舆论哗然：美国专业从事疾病预
防控制的机构和人员，何以普遍犯下
如此低级错误，而且还延续了这么久？

病毒检测，是判断被检测者当前
是否感染病毒。抗体检测，是判断被检
测者体内是否存在抗体。“低级错误”
广泛而长期存在，是集体疏忽还是有
意为之？美国疾控中心网站上说，抗体
检测不应该被用来确诊某一个人当前
是否为新冠患者。看来不是不知道，而
是似乎另有玄机。

将两种检测数据合在一起，人为
推高了美国的总体检测数量，令人误
以为其地方政府有足够强的检测能力
并已经准备好“解封”。这不禁让人想
起，急于“解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9
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数全球最高，说明美国

“检测得更好”。打脸来得如此之快，难
道这就是某些政客吹嘘的检测能力？

科学让位于政治，这届美国政府
的政治优先，令科学坐了“冷板凳”。正
如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塞琳·贡德尔
说的那样，数据混淆再次证明，在美国
疾控中心机构内部，科学受到了压制。
那么，问题来了，在少数政客操纵下，
美国还有多少“低级错误”？

美国还有多少
“低级错误” 场外任意球

别了“辽足”，等你“新生”
蔡矜宜

5月23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一份因无
法解决欠薪问题而被取消注册资格的球
队名单。虽然有11支球队赫然在列，虽然

“辽足”的没落由来已久，虽然众多球迷早
有心理准备……但当“辽宁足球俱乐部”
映入眼帘，内心还是有无尽的唏嘘与悲凉。

经过漫长的对峙、扯皮，拖欠近亿元
工资、奖金的“辽足”，终究没能等来“奇
迹”。情怀使然，不同于名单上的其他俱乐
部，直到最后一刻，成立于1953年的“辽
足”，都没有主动递交退出申请。

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全国“十冠
王”、中国足球历史
上首支亚洲冠军球
队、曾经中国足球的

“代名词”……那些
属于辽宁足球的高
光时刻，对于年轻一
代的球迷来说也许
有些陌生，但有一些
响当当的名字，人们
已经耳熟能详：李
铁、郑智、肇俊哲、张
鹭、张玉宁、杨旭、于
汉超、张呈栋……

过去十余载，
“辽足”的成绩虽然
早已谈不上国内顶

尖，但从这里踢出去的优秀球员仍然不
少——他们有的是主动跳槽，有的是远
渡重洋，还有一些是“被卖掉”。为了“活
下去”，“辽足”只能用“疯狂卖血”来维系

“生命体征”……在满目芳菲的五月，辽
河都已冰雪消融，“辽足”却没能等来春
暖花开。

今天，我们向“辽足”挥手道别。但植
根于中国足球人口最丰盈的省份，寄托
了太多人情感的辽宁足球，其魂其精神，
应该得到“永生与传承”。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别了“辽足”，
等你“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