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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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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节遭遇疫情，“宅”在家就是
最好的防疫良策，因为可怕的新冠肺
炎，也注定让大家这个新年过得静而
不宁，每天刷手机看新闻，不断飙升的
感染人数，让人揪心不已。

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人正守在电
视机旁，打算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儿子
突感身体不适，用体温计一测 38.6摄
氏度。非常时期，我即刻就慌
了神，心乱如麻，尽管外面冬
雨淅沥，我们一刻也不敢耽
误，穿着雨披骑着电动车就赶
往离家最近的中医院。进入
夜间急诊室，值班护士问：“体
温多少？近期是否去过武
汉？”儿子一一作答，他月初才
从省内的大学放假归来，武汉
近期自然是没去过的。快速
挂号之后，医生一番询问，随
即就开出血液分析和干式生
化的化验单。

平日里人流如潮的化验
大厅，在这个除夕的雨夜，静谧而清
冷，只有一个护士坐在窗口。望着针
头扎入儿子的胳膊，鲜红的血液进入
试管，我的胸口也扎痛了一下。

在等待化验结果的几十分钟里，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整个大厅静得
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外面冷雨敲窗，
我的内心却翻江倒海，我一遍遍地祈
祷，安抚焦虑恐慌的自己。丈夫拿到
儿子的化验单，我匆匆扫了一眼，看
到“阴性”两个字，悬在半空的心才稍
稍落下。

医生看过化验单，他详细地给我
们解释，甲流和乙流显示阴性，证明儿
子不是流感。而白细胞略微高出一
点，说明是细菌感染，应该是呼吸道感
染，只需要吃消炎药与退烧药。

拿着药物从医院返回时，雨不知
何时已停了，清冷的街道，路灯泛着
光，内心像受了惊吓的小鹿，依然忐忑
而焦灼。那一夜，儿子被高烧折磨，彻
夜未眠。凌晨三点多，竟烧至 39摄氏
度。我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只好让
他再吃下一粒退烧药，一个多小时后，

儿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
大年初一，持续的阴雨一

扫新春的欢乐与喜庆，儿子的
体温已恢复正常。看着刷爆朋
友圈的疫情信息，我心绪难宁，
担忧恐惧再次袭来，我立刻拨
通一位熟悉的主任医师的电
话，把儿子的情况详细讲述一
番后，她语气轻松地说：“别怕，
如果是新型冠状病毒，化验单
就不会是这样的。消炎药继续
吃，最近不要出门，不用担心。”

从新闻中看到，这场疫情
牵动了全国各地医护人员的

心，他们纷纷驰援湖北。一位奔赴疫
区的女医生，在春节这万家团圆的日
子，丢下家中不到10岁的幼子，当记
者问及孩子时，她说：“如果我多治
好一个病人，我儿子的危险可能就会
减少一分！”那一刻，同为母亲的我
泪凝双眸。

其实疫情离我们很近，正是这些
这些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肩负
使命舍身救治，给惶恐不安的人们带
来爱与希望。唯愿他们攻坚克难，平
平安安凯歌以还。

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从小村里人
都说我是家里的宝贝，我也一直美滋滋
地享受着这种特殊的待遇。记得我前年
生病时，父亲看见我脸色苍白、有气无
力地躺在床上，他的眼睛当时就红了，
心疼地问我为啥不给他和母亲说。我
说，这有啥，就是感冒嘛，也不严重。
父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硬是把我从床
上扶起来，带去他家养病，并且还破天
荒地打了一次出租车。在我印象中，父亲
从来没有自己打过出租车，即就是晚上回
家，儿女们不放心，给他叫好出租车，他
也不坐，每次出门，不管路远路近，都是
坐公交车往返的。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兄妹五人巨额财
富，但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孝敬老

人，如何手足和睦，如何珍惜亲情，如何为
人处事，是我一生咀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我的老家在蓝田县玉山镇峒峪村。
在那里，有他和哥哥们在上世纪 80年代
改革开放后辛苦劳动挣钱盖起的第一座
楼房；在那里，我们一家四代 20多口人
曾经共同居住过；在那里，有我们小时候
相依相伴难以割舍的浓浓亲情。90年代
后，我和哥哥弟弟都因上学或其他原因离
开老家，并且在城里都买了房子，老家那
座当时被周围村民认为最阔气的楼房就再
也没人居住了。十年前，父亲在老家花

了一个多月时间，请来匠人，把门窗家
具、床和沙发、锅灶风箱都修理了一
遍。请来修理家具的师傅曾真切地建议
父亲说，这些家具太陈旧太难看了，不
值得修理，有的家具甚至连修理材料都
买不到了，修理费比买几套现时最流行
最新颖的都昂贵。可是父亲却坚持修理
旧的，不换新的，气得修理的工人师傅
说父亲抠。父亲抚摸着那些被时光打磨
过的旧家具说：“新家具再好，也没有家
人曾经一起用过的味道，这些家具里，
有我的母亲、儿女、孙子一大家人的念

想啊。”一句话，让师傅彻底改变了最初
的想法，很努力、很认真地修理，有时
还自己想办法制作材料，硬是把这些比
他年龄还大的家具修好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挤在西安东关南
街父亲租住的一间不足 10平方米的房子
里。每天，他都骑着那个破旧得连小偷都
不要的自行车上下班，回来后就坐在一个
小木凳上，趴在床边写作。我每天也是天
不亮就急着赶厂里的班车去上班，晚上天
黑透了才坐着班车回到这间屋子。那段时
间，父亲就没有休息过。我早晨上班走
时，他趴在床边写作；晚上回来时，他还
趴在床边写作。艰苦的条件反而激发了父
亲的创作热情，在这间蜗居里，父亲几部
小说的出版，使我们的住房条件有所改
善，搬进了蔡家巷一间比较宽阔的房子
里，在靠墙的位置可以勉强给父亲放一张
小型写字台，父亲就趴在这张写字台上完
成了他的民国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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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和
前政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高度评价中方为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作努力，表达
对中国的支持和对中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信心。

赞赏中国所作的巨大努力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对中国抗击疫情
所作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中国人民表达
慰问和支持。他表示，在当前突发公共卫生
危机的困难关头，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
诚挚的慰问和支持。疫情牵动人心，西班牙
政府高度赞赏中国政府为有效防控疫情付出
的巨大努力和采取的切实措施。西班牙愿尽
己所能，与中方并肩合作，为遏制和战胜疫情
作出贡献。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中国政府应对
疫情举措及时、有力，相信中方有能力早日战
胜疫情。西政府愿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反对因为疫情而出现的偏见和
排外情绪。

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发表声明指出，坚
决支持中国为遏制疫情扩散所作的巨大努
力，希望这场关乎中国人民、菲律宾人民和全
人类健康的防疫阻击战早日取得胜利。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中国政府的
反应措施是高效而严格的。当问起“有没有比
目前的手段更好的替代策略”时，许多公共卫
生官员与专家都认为，中国政府做得很好。

坚定与中国站在一起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
文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博索纳罗说：

“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努力”，“巴西和中国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团结一致。”

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
长卡茨等通过拍摄视频为中国加油。里夫林
表示，我们虽然身在以色列，但心却与中国人
民同在。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中国为防止疫

情蔓延所作努力表示赞赏。卡茨表示，以色
列高度重视以中两国关系，我们坚定地与中
国站在一起。

奥地利前总统菲舍尔表示，他一直密切
关注着中国抗击疫情的最新动态。奥地利将
竭尽所能提供帮助，他本人也已经与奥地利
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他深信，只要各方团
结一致，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尽快控制疫情发
展并最终彻底战胜疫情，这是所有人的心
愿。此时此刻，奥地利人民与中国人民感同
身受、团结一致。“我希望中国的医务人员取
得胜利！祝你们一切顺利！”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我不认为一个
国家遭遇的困难会改变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
系。今天，法中应当展现团结。中国遇到了
一个困难考验，但中国人民很勇敢。我希望法
国人民能向中国朋友表示慰问！这种灾难在
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我们应当肩并肩，推动
科学家之间加强合作，实现程序透明以更好地
应对。疫情不会改变法中之间多年的友谊。

相信中方有能力早日战胜疫情

智利众议长弗洛雷斯表示，中国政府在

抗击疫情过程中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开展了开放透明的国际合作。“中国所作努力
令人钦佩，为包括智利在内的其他国家树立
了典范”。智方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
击疫情，坚信中方将很快渡过难关。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
多高度赞赏中国所采取的高效、有力的疫情
防控举措，充分肯定中方以负责任和透明态
度及时向外界发布疫情信息，并与世卫组织
等国际机构就疫情相关问题保持密切合作，
相信中方有能力早日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
他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表示乐观，认

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有
限的，强调欧佩克及其伙伴国愿与中方加强
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联合国副秘书长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
德对中国抗击疫情所作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他说：“面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我对中国人
民表达最有力的支持。我们对中国政府、中
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抗
击疫情所作努力深表赞赏。”霍克希尔德表示，
共同抗击疫情是加强国际合作重要性的又一
个佐证。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团结，同舟共济。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布鲁代
表西共体向抗击疫情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表达慰问和支持。布鲁表示，中国正在采取
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防控疫情，包括积极
监测、早期诊断、追踪密切接触者、建设新医
疗设施及向疫区提供医疗支持等。西共体高
度赞赏中国为遏制疫情所采取的举措，坚定
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疫努力，相信
中国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王莉 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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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六，透过玻璃，看
到窗外阳光媚好，这对我来说
真是种勾引。

人间风物尽收眼底，我却
无法一步跨越。

玻璃是这世界最美妙的
发明，看上去毫无阻隔，却将
温度与阳光一并拦在了外
面。当然，它也将危险与野趣
拦在了外面。这种由人制造
的物品，将我锁进了春天的城
堡。我也该出去走走了，晒一
晒我这发霉的皮肤和情绪，但
我却怀着无名的怵惕。

我不知道从我身边走过
的人，哪一个是病毒携带者。
而那些走过我身边的人，对我
也会一脸戒备。

你的家人朋友情人伙伴，
都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都有
可能将你杀死。即使是现在
窗外叽叽喳喳的喜鹊们，也有
可能是病害传播者。喜鹊这
人间的天使，现在也令人恐惧。

萨特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名字叫《禁闭》。
讲了三个有罪的鬼魂，被禁闭到一间屋子里。
屋内没有镜子，没有任何可以看清自己的物品，
每个人想要看清自己，就只能依靠另外两位的
描述。可是，这三个人彼此各怀心事又各有罪
恶，他们都要从别人身上看到真实的自己，又都
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想要表现的样子。可
这样的企图无法实现，他们只能相互扯皮、对
抗、争闹，无休无止。

我现在于禁闭一词，算是有了深刻的体
悟了。

今天本该是燎百病的日子。中国民间有燎
疳的习俗，一般在正月二十三，有的则在正月十
六。想起了小的时候，当院里点上一堆篝火，所
有的孩子在火堆上跳来跳去，据说可燎去一年
的晦气，烧尽天下的瘟疫，不得百病。

《诗经·庭燎》曰：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

鸾声将将。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

鸾声哕哕。
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

言观其旂。
庭燎，正是一种古代的巫术民俗，是烧火烤

百病的民间传统。这一天，孩子们来跳火堆，大
人们也来参加。想来在过去一个科技非常落后
的时代，瘟疫也是很流行的。从民间流传的正
月燎疳、二月咬蝎尾、端午挂艾草的习俗看，略
可知晓一二。

但那时的瘟神，一定不如今天的凶恶。科
学进步了，病毒也厉害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这春天的囚徒，注定要将自己禁闭起来，
不越雷池半步。但此时，身体被关进城堡里，思
想却在大地上四处游荡。

今夜，我该点起一
堆篝火，身体从它上面
跳过。

当鼠年钟声敲响时，当人们说着“2020爱
你爱你”时，当一家人吃年夜饭的时候……怎
么也没想到，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新冠肺炎
病毒突然来袭，如洪水猛兽般，从湖北告急、武
汉封城，波及全国直到境外。这个疫情打破的
不仅仅是春节的喜庆气氛，更扰乱了人们内心
的平静。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一场全民“疫情防
控阻击战”已经打响，在这场战役中，我们能做
的就是管好自己，老实待在家里，就是对社会
的最大贡献。大年初二、初九，我去单位值班，
戴着口罩手套还有墨镜，全副武装走出家门，
公交、地铁乘客稀少，车厢里异常安静，没有了
往日的大声喧哗；一过节就堵车的北大街，空
空荡荡；游客扎堆的钟楼，冷冷清清。只有辛
勤的环卫工人，拿着扫帚在寒风中劳作；偶尔
有几个行人也是面带口罩，行色匆匆；莲湖公
园里没有了早起锻炼的人，广场上也没有跳广
场舞的大妈，健身场地更是空无一人。被疫情
笼罩下的古城西安，抑郁沉闷。

每天打开电视，浏览手机，收看实时动态，
看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日增递进，疫情不断
扩散蔓延，让人不寒而栗。传播速度之快、途
径之广、潜伏期之长且存在无症状感染者传染
给别人的现象，更让人谈疫色变。肆虐的疫情
吞噬着人们脆弱的神经，躲之不及。

那些坚守在疫情最前沿的医护人员让人
感动。84岁的钟南
山院士呼吁大家“没
有特殊情况不要到
武汉！”自己却毅然

决然地奔赴武汉；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
用生命立下契约的原第一军医大学赴小汤山
医疗队全体队员；“我参加过 2003年抗击非
典，我有经验，让我参加”的铮铮誓言；“不计
报酬，无论生死。”一名有着 25年工作经验的
主任医师写下的申请书……这一句句朴实的
话语，无不宣誓着抗击疫情，和死神赛跑的决
心。所有这些，让我潸然泪下。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挡
在疫情之前。”前线的记者、坚守的武警、地铁工
作人员、公交司机、超市营业员……真的很庆
幸，每每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可敬的逆行者，
可敬的劳动者，都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正是有了这些最美的坚守者，用他们坚挺
的背影，撑起患者的希望，托起民族的未来。
我们才能安静地宅在自己的小家，心中不再惶
恐、焦虑、不安。

冬将尽，春可期！此刻，窗外春光旖旎，我
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无尽的精神食粮无尽的精神食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地时间2月10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首批成员已经
抵达中国，将与中国同行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谭德塞说，由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应急专家布鲁
斯·艾尔沃德博士率领的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首批成
员已经抵达中国，将为后续前往中国的其他成员做好
准备工作。

谭德塞表示，整个专家组将由10到15名成员组成，
他们将与中国同行一起并肩工作，保证“有足够的专门
知识来应对遇到的问题”。同时，谭德塞对这些来自世
界各地的“自愿贡献自身知识和技能的人”表示感激。

在记者会上，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

尔·瑞安指出，国际专家组很多成员和他们的中国同行
彼此熟识并且曾一起协作过。所以，这次双方并非“建
立合作”，而只是“提升合作级别”。

瑞安重申，专家组此行的首要目标是学习，不仅学
习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更多知识，也学习中国科学家
和流行病学家如何针对病毒展开调查，了解从基层社
区直到系统顶层的公共卫生响应机制。

此前，瑞安曾透露，国际专家组成员将涵盖临床管
理、病毒学、疫苗、药物开发、生态调查、动物卫生、流行
病学、公共卫生、风险传播等多个领域。

图为2月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左二）出席例行记者会。 □凌馨 陈俊侠

世卫组织：

国际专家组将与中国同行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2月10
日在德国柏林发表。这份报告为即将
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
会）设定了主题——“西方缺失”。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当天
的记者会上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双重现象：
首先，西方阵营正在变得不那么‘西方’；其
次，世界也没那么‘西方’了。这将对德国、欧
洲和整个世界，尤其是对我们的安全政策意
味着什么？”

按照主办方的说法，“西方缺失”是指一

种被广泛感受到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西
方”持久目标的不确定性和“西方”共同立场
的缺失。

报告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对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战略挑战。“西方”能否在
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制定联合战略充满了不确
定性，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也带来了一些

安全挑战。
本届慕安会将于2月14日至16日在德国

慕尼黑举行。据主办方介绍，来自政界、商界
和学术界等领域超过 500名“高级国际决策
者”将参会，包括35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
及100多名外长和防长。

除了“西方缺失”这个主题，与会者还将

就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包括德美关
于“北溪-2”输气管道的争端、中东局势和全
球经贸摩擦等。气候安全、太空安全、右翼极
端主义和技术与创新带来的安全挑战，也将
成为会议上的话题。

伊申格尔说，全球卫生安全一直是慕安
会关注的话题。当前正值新冠病毒疫情暴

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
前往慕尼黑参会，会议主办方 15日
将专门组织一场有关此次疫情的
边会。

慕尼黑安全会议始于 1963年，前身是以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的“国际防务大
会”。近年来，慕安会已发展成为国际战略和
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是各国高级防
务问题官员及专家就国际重大安全问题阐述
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

□任珂 张远

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将聚焦“西方缺失”

——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前政要高度评价中国抗击疫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