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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今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峰会将通过视频方式举行

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月26
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
冠肺炎特别峰会。25日，外交部副
部长马朝旭接受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社采
访，介绍峰会背景和中方期待。
马朝旭表示， 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将于3月26日举行，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峰会。G20成员、 嘉宾国
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与会。
这将是G20历史上首次举行领导
人视频峰会， 也是自疫情暴发以
来，习近平主席出席的首场重大多
边活动。
马朝旭说，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蔓延，产生严重
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国际社会迫
切希望加强合作， 抗击疫情。G20
是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重要
平台，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市场经济体， 在应对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此关键时刻，G20就新冠肺
炎疫情专门举行峰会，就应对疫情
蔓延、 稳定世界经济进行沟通协
调，具有重要意义。
马朝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
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我国疫情防
控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赞誉。 习主席出席特别峰会，体
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
情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推动开

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大国担当，
体现了中国支持G20加强协调合
作、 稳定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我
们对此次特别峰会有以下期待：
一是加强团结。 病毒没有国
界，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
其身。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战胜疫
情、稳定经济、恢复秩序。G20成员
要加强团结，释放共同应对挑战的
强有力信号， 提振国际社会的信
心。
二是加强合作。面对全球疫情
快速蔓延，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中
方在全力做好国内防控的同时，及
时向有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我们与各方分享经验，共
同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急需的医疗
物资， 为各国来华采购提供便利。
希望G20成员相互帮助， 密切配
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三是加强协调。疫情对全球经
济产生严重冲击。在确保做好防控
的前提下，我国复工复产正在有序
进行，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期待各方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采取必要的财
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推动市场
开放， 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
定、安全和顺畅运行，为提振市场
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次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办，将以
视频方式举行。
■据新华社

分析
特别峰会有助于凝聚抗击疫情的全球合力
二十国集 团（G20）领 导 人应
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将于3月26日
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峰会。
分析人士认为， 在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于全球多点暴发的关键
时刻，G20就疫情专门举行峰会具
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凝聚抗击疫
情的全球合力， 加强疫情防控的
国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 随着疫情
在全球蔓延，各国、各地区已无法
独立解决这一危机， 亟须全球层
面的协调合作。 作为全球危机应
对和经济治理重要平台，G20成员
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
场经济体， 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

评
论
3月18日，1475封写给全体湖
南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的信件从长
沙市怡雅中学发出，送往他们所在
的单位。信的作者是怡雅中学全校
2400余名学生， 他们或独立书写，
或几人合作完成，将对援鄂医疗队
员心底的敬佩、 感激和爱诉诸笔
端。（详见本报3月25日A06版）
2400多名学生写信向全体湖
南援鄂医疗队员表达自己的浓厚
感情， 学生们把这些奔赴抗击抗
毒前线的医护工作者比作穿过黑

二， 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
86%，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据介绍， 除G20成员领导人
外，西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
等国领导人将受邀出席此次峰
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
组织负责人也将出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陈凤英认为， 当前疫情危及
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严重冲击世界经济，G20“有责任
也必须” 及时召开这样的会议。
“这真的是危难时期的一次会议，
将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
的信心，向世界发出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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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物资
助我友朋
“湘江卢 瓦， 流 光无
尽 ”“邻 里 之 道 ， 守 望 相
助”……3月25日上午，一
箱箱贴着捐赠语的医疗防
疫物资从长沙启程， 运往
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
区、 日本德岛县等国家和
地区。 此次湖南统一调拨
N95口罩1.4万只、一次性
医用口罩1.2万只等发往
上述地区， 向国际“朋友
圈” 送去湖南人民的战
“疫”慰问。
见习记者 周可 摄影报道

杜家毫在湘西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重视解决问题，坚决防止
“
一丑遮百俊”
本报3月25日讯 3月24日
至25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脱贫攻
坚工作时强调，要扛起“精准扶
贫”首倡地的政治担当，一鼓作
气、尽锐出战，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影响，精准精细抓好扶贫领域
突出问题整改，坚决夺取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省领导张
剑飞、叶红专参加调研。

走村入户
与基层干群拉家常、话发展
在龙山县老场村百合良种
繁育示范基地、毛坝村茶产业基
地，泸溪县五果溜村果蔬育苗基
地、 泰和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杜家毫详细了解当地产业扶
贫和就业扶贫情况。 他指出，产
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大
产业就业帮扶力度，不断提升产
业扶贫的可持续性，促进贫困群
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在五果溜
村，杜家毫走进村小、村卫生室，与
乡村教师、医生亲切交谈，了解群
众就学就医等情况，要求切实加强
基层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和各

类人才的待遇保障，让他们工作有
劲头、干事有奔头。
第6次来到花垣县十八洞
村，杜家毫走村入户，与基层干
部群众拉家常、话发展，勉励大
家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十六字方针为指
引， 在新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
再接再厉、自我加压，向先进地
区对标看齐，在“精准”二字上聚
焦发力，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
展， 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科学制定未来3至5年的发展
规划，努力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之后实现新发展、 展现新面貌、
创造新辉煌。

拉出问题清单一一解决
坚决防止“一丑遮百俊”
调研期间，杜家毫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湘西州8县(市)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湘
西州脱贫攻坚取得的显著成绩
和疫情防控取得的阶段性重要
成果，对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干部
群众表示慰问和感谢。杜家毫强
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作为“精
准扶贫”首倡地、脱贫攻坚主战
场，湘西州要善于从这次防控疫
情风险的大战大考中总结经验，
继续坚持和完善已有的做法和
机制，认真分析研判疫情对脱贫
攻坚的影响，针对疫情对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带来
的新变化，善于从中捕捉发展机
遇，努力转危为机。要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振奋精神、尽锐出战，
把最优秀的干部、最强的力量派
到脱贫攻坚一线，认真开展脱贫
质量“回头看”，逐村逐户排查，
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农村安全
饮水、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危房改造等拉出问题清单，一个
一个解决，扎实推进“六个全覆
盖”落实落细，一鼓作气攻下最
后贫困堡垒。要切实增强忧患意
识，着力防范和化解扶贫领域风
险， 既要重视解决共性问题，也
要重视解决个性问题，坚决防止
“一丑遮百俊”。要坚持在大战大
考中锤炼干部，做到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形成以
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为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提
供有力保障。
■记者 贺佳

爱和勇敢的火种将继续点亮社会
夜明亮的闪电、 比作永远奔腾不
息的火焰、 比作插入地狱无名的
神剑……文字或许稚嫩、 或许平
淡，但都言为心声，表达了学生对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敬佩、 感激
和爱。
而同时， 医疗队员们也回信
致意，
“
要问我此次援助湖北战疫的
收获是什么，除了治病救人，另外最
大的收获就是能在一些人的心中埋
下一颗爱和勇敢的种子， 起到传承
和榜样作用，中国未来可期！”

朴素的传情达意， 将两个素
不相识毫无交集的群体联系在了
一起。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无意成
为英雄的医疗队员获得了来自下
一代人的最高礼遇， 而学生们则
从中收获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英雄，他们
或出于职业要求， 或出于个人勇
气，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将他人
护于翼下，最后“事了拂衣去，深
藏功与名”。但我们总会用各种方
式铭记与感谢他们， 因为这是发

自内心的尊重与感恩。
这些为社 会作 出 贡献 的人 ，
感人之处除了他们的无私无畏，
还有就是他们为下一代人提供了
人生指引， 让下一代人以他们为
榜样，明白了奉献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课堂上的知识和价值灌输
是“言传”，那么社会上那些散发
着正能量的人， 其行为便是“身
教”，“言传”勾勒轮廓，“身教”则提
供具体榜样。也因此，在送别援助
湖北医疗队的时候， 送别队伍中

有个00后的小女孩高举着“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让援助湖北的医务
人员泪目及感动。
英雄喜欢沉默， 但社会总有
回响。如今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每
个人都将回到曾经的平凡模式，
激烈的情感或许慢慢平淡， 然而
精神是不灭的，理想是鲜明的，我
们相信， 明亮的理想已经在下一
代人心中萌芽，勇敢无畏、无私奉
献的火种将继续点亮这个社会。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