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整个欧洲地区来看，部分国家每日新冠
病毒感染人数呈回落态势，疫情基本得到控
制。德国、奥地利、塞尔维亚等国部分商业设施
已恢复营业，其他欧洲国家考虑从5月开始逐
步放松管制、重启经济。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近日共同提出一份“欧盟路线图”，
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在取消限制性措施过程中
相互协调、循序渐进。路线图提出，取消限制措
施应分步骤进行，并留出充分时间来衡量其影
响，要逐步恢复必要的经济活动，应首先解除
欧盟内部边界管控，再考虑重新开放对外边
界，逐步实施经济启动。

大洋洲最大国家澳大利亚的疫情 4 月已
得到控制，确诊病例增幅曲线趋缓。澳大利亚
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 22 日说，该国“正在取
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但还未赢得最终胜利”。总
理莫里森此前表示，澳大利亚仍处于应对疫情
的“压制阶段”，政府工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恢
复经济等问题，将定期评估防疫措施并开始制
订中长期计划，考虑在5月中旬开始部分行业
的复工复产。

在亚洲，韩国疫情防控已进入稳定水平。
韩国政府19日宣布结束为期近一个月的高强
度“保持社交距离”行动，放宽部分实施中的行
政措施。至5月5日，如果疫情防控能维持在现
阶段的稳定水平，政府考虑从 5 月 6 日起将全
国转入正常生活和防疫工作兼顾并行的“生活
防疫”阶段。

平台期——计划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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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喜辣，新化嗜辣，那碗热
腾腾辣呼呼的向东街牛肉粉开启了
当地人活力满满的一天。向东街红
油牛肉粉，选用本地黄牛肉做码，
配以十几种中草药进行熬煮，再加
上新化特有的山胡椒油、特制红油
等材料进行炒煮，汤红而不辣，味
道鲜美。

米粉的绵软，木耳的爽脆与牛
肉的嚼劲拼出的美妙口感，能让你
在被辣得涕泗横流找水喝的时候，
还忍不住再喝口汤。

美食是能吃的乡愁。新化游子
回家，总要约上三五好友，吃上一
碗向东街牛肉粉。向东街临河，从
南正街往东，踏过青石板的路，斜
坡下去便可看到狭长古朴的老街。
这条始建于宋代的街道，青砖黑瓦
石 板 路 ， 深 巷 粉 店 门 前 ， 随 时 有
客。大锅里升腾的白气在流动，木
方桌、木长凳随性摆放，灶台、炊
具、案板都靠着门槛敞开……在老
街行走，嗦上一碗爽滑 Q 弹的牛肉
粉，味道充盈舌尖，填满心头。

熊小平 邹娜妮 曾玉玺

湖南米粉大擂台，娄底双“骄”齐亮剑。新化向东
街，双峰青树坪，娄底早餐界两“骄子”，皆是“红油
重辣”，又各有千秋：向东街米粉盖牛肉码，青树坪米

粉加猪肉码；双峰讲究“干粉下锅”，新化人馋那一口
“山胡椒油”。

米粉诠释“乡愁”，无论哪一碗，总能抚胃、抚慰。
湘中游子归家，嗦一碗娄底的粉，记忆的味道便能驱散远
游的疲累，米粉在唇齿间跳跃，“乡愁”在舌尖上释怀。

前

言

湖南人爱米粉，有的喜圆粉，有的喜扁
粉，有的偏爱软糯，有的偏爱弹牙……米粉

“味觉”博物馆，有双峰青树坪一席之地。一般米
粉用湿粉，青树坪米粉是干粉下锅，在嚼劲与弹牙间
兼具一味“韧性”。

青树坪米粉与其他米粉比较，入眼时皆是红油，
入口却各有乾坤。青树坪米粉里，“猪”才是妥妥的主
角：猪筒骨熬汤，猪肉炒码，讲究的是“原汤化原
食”，回味悠长辣香四溢，算得上湖南“独家”。

双峰的游子，如果侥幸在外地的街头巷尾看到
“青树坪米粉”，总要进店品尝一番。只是这般兴致勃
勃的“品尝”，总以“失望”告终：“这不是小时候的
味道！”转而问粉店老板：你是双峰人？老板多给予肯
定回答，但会补一句：在外开店得迎合地方口味，因
此也有“牛肉码子”。双峰人有话讲：那可不行，“干
粉下锅、猪肉炒码”，这是“青树坪米粉”特色……同
样一碗米粉，离开发源地，便是另一番滋味，也是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正因如此，“青树坪米粉”成
了双峰游子舌尖上的“乡愁”。

炉观红薯粉，出产自新化县炉观镇而得
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以成分纯、韧性强、
久 煮 不 糊 、 嚼 劲 好 、 货 真 价 实 闻 名 湘 中 。
2019 年，炉观镇将红薯粉产业作为全镇的主
导产业，成立湖南炉观食品有限公司，年产红
薯粉300万斤，产值超4000万元。

向东街老玖面馆

蛮味青树坪米粉

双峰县海能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丰谷食品有限公司

其他“粉丝”：

新 化 向 东 街 牛 肉 粉 双 峰 青 树 坪 米 粉

娄 底 粉 丝 团“ ”

（本文图片均由娄底市委宣传部提供）

中方决定向世卫组织
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决定在前期向世
卫组织捐款 2000万美元现汇基础上，增加 3000
万美元现汇捐款，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
发展中国家卫生体系建设等工作。

耿爽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
在谭德塞总干事领导下，积极履行自身职责，秉
持客观、公正、科学的立场，为协助各国应对疫
情、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支持世卫组
织就是捍卫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原则，维护联合国
的地位和权威。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国际社
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而胜之。”耿爽说。

他说，中方向世卫组织捐款体现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对世卫组织的支持和信任，也为世界公共
卫生事业和全球抗击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中方
愿同各方一道，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维护地区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抗击疫情，
联合国总部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王建刚

地处新冠疫情“震中”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自
3月 16日实行全员远程办公以来，总部大楼变得
异常沉寂。除少数值守人员外，包括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在内的所有官员和员工全都回到各
自家中，每天通过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远
程办公。这种工作模式在联合国史无前例。

作为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从疫情暴发之初，就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
化、对他国污名化以及歧视特殊群体。作为协调
全球抗疫的重大举措之一，古特雷斯于3月23日
向全球发出了在所有冲突地区实现全面停火的
呼吁，以集中全部力量打败新冠病毒。

为战胜疫情，联合国发起的重大全球抗疫应
对行动赢得了广泛支持。以3月25日联合国四名
主要高官共同发起的总金额为 20亿美元的新冠
疫情全球响应计划为标志，古特雷斯与他的同事
们提出的计划更加具体。

作为联合国重要专业机构之一，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也于3月30日宣布，将向国际社会募集5亿
美元，用于支持100个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并在
疫情结束后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社会和经济发展。

联合国认为，树立抗疫理念极为重要。在人类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疫中，最终战胜瘟疫的法宝可
归结为团结与科学。为避免充斥网络空间的错误
信息搅乱并干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抗疫行动，古
特雷斯于4月14日敦促国际社会坚信科学、团结
一心、共渡难关。 （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23日电）

记者手记

22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471136例

死亡病例达到169006例

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3920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058例

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疫情
仍处于上升阶段，面临严峻挑战。

近一周以来，非洲每日新增约1000例确
诊病例，处于疫情上升阶段。在抗疫方面，非洲
面临多处痛点：检测能力不足、医疗体系薄弱使
目前确诊病例数可能远低于实际病例数，存在
进一步蔓延风险；一些国家缺乏足够资金抗击
疫情，减贫努力与防控疫情相互掣肘；东非蝗灾
和疫情叠加，加剧了粮食危机。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认
为，在非洲大陆，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需
要携手合作，集中资金和资源来对抗疫情。

亚欧地区疫情总体情况也十分严峻。以俄
罗斯为例，本月22日累计确诊病例达57999例，

新增5236例。俄罗斯目前采取的防疫措施也上
升至较为严格的水平。

近来，拉美地区患病人数迅速攀升，截至22
日，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达119914例，地区33个
国家全部出现确诊病例。4月中下旬以来，地区
疫情进入大范围传播阶段，预计5月至6月将
进入高峰期。

对此，拉美各国政府相继出台政策加强防控，
至少15个国家先后宣布进入国家卫生紧急状态
或公共灾难状态，并全部或部分关闭陆海空边界。
同时，地区各国普遍存在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设施
和人员不足及检测数量不够等困难，随着疫情高
峰的到来，各国应对救治能力还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亚洲，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疫情发生时间早，

应对较为有力。但专家表示，目前日本疫情不容乐
观，各地自本月7日起已陆续进入紧急状态。NHK
电视台20日报道说，今后两周是决定日本疫情是
否会继续恶化的关键时间段，即使新增感染人数
暂时减少，一旦松懈管控疫情仍可能再次扩大。

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近来新冠确诊病例
大幅跃升，外籍劳工（客工）宿舍的聚集性感染
频发是该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菲律宾，政府采
取了禁止外国人入境、社区隔离、“封城”等措施，
但疫情扩散速度在东南亚仍属较快，专家预计
该国疫情在5月初到6月初将达到高峰。

在南亚，印度新冠疫情近日持续蔓延。进入
3月以来，尽管印度出台了全国范围的“封城”
等一系列措施，但新冠病毒仍快速传播，特别是
在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已呈现向底层社区民
众传播的趋势，引发担忧。

持续严控还是逐步重启
——全球抗疫进入关键节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22日10时（北京时间22日16
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73920例，达到2471136例；死亡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6058例，达到169006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2日
说，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不同地区出现
分化，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疫情正日趋稳
定，非洲、中南美洲和东欧的情况则令人
担忧。他同时警告，新冠病毒依然非常危
险，疫情极易“复燃”，有关措施必须作为
一种“新常态”长期坚持。

随着各大洲、各国进入了不同抗疫阶
段，易“懈怠”似成为很大挑战；而在民生
和经济等多重压力下，各国政府也面临不
同抗疫选择：是持续严控还是逐步重启。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连日来持
续攀升，截至22日晚，确诊病例已超过83.7万
例，死亡病例在两周内翻倍，总计超过4.6万例。

“居家令”等社会疏离措施实施以来，给美国也
带来日益沉重的民生和经济压力。美国总统特
朗普16日宣布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的指导
方针，多州已计划解除“居家令”等限制措施。

然而，美国不少地方政府对这一决定表示
不满。佐治亚州多位市长公开表示，疫情尚未
得到控制就匆忙取消“居家令”是“非常草率的”，
现在还没到重启经济的时机。

在确诊病例增加的同时，加纳、马达加斯
加等非洲国家宣布解除“封城”措施。不少民众

认为政府此举出乎意料，本应采取更严格的措
施。同时，有舆论认为，鉴于疫情结束时间不可
控，政府应该让民众继续工作，否则很可能会
适得其反，导致社会混乱。

4月中下旬以来，围绕是否继续严控还是
开始重启经济，拉美各国存在较大争议。作为
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希
望尽快重启，他20日表示最多一个星期就将结
束禁足令，但地方政府对此意见不一。根据巴
西最高法院裁决，是否实施禁足令由各州和各
市政府自行决定。

智利政府认为，疫情将持续较长时间，要
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逐渐复工，但这一立

场引起部分执政联盟成员、反对派人士、防疫
专家和工会的强烈反对。

厄瓜多尔政府17日宣布，全国建筑行业、
办公用品生产和销售行业从20日起率先试点
复工，但不久政府又叫停了这一安排，表示将
视全国疫情发展对复工重新安排。

对于亚太地区国家下一阶段防疫措施，世
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日前建议，西
太平洋地区如要放松或解除目前实施的政策，
需秉持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建议各国因地
制宜，否则可能会引发新冠疫情反弹。

葛西健强调，日本、新加坡等国近期确诊
病例快速上升令人担忧，也证明“应对新冠疫
情将是一场持久战，现在还不到松懈的时候”。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胶着期——意见不一

蔓延期——挑战严峻

4月22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工作人员在车站进行消毒工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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