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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首次 G20今日举行特别视频峰会

特朗普称不再使用
“中国病毒”
说法

外交部：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际
社会一道，
共同应对疫情挑战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接受采访

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
沙特阿拉伯24日晚发表声明说，将于
26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G20领导
人特别峰会。
声明说，沙特国王萨勒曼将主持
此次峰会，以推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声明说，除了G20成员国领导人
以外，西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
国领导人将受邀出席。
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
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区域组织的代

表，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
的领导人也将出席此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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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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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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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加强合作：
面对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国际合作至
关重要。
三是加强协调：
我们期待各方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据新华社

新闻
观察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决定不再
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病毒不分国界，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
际社会一道，
共同应对疫情挑战，
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耿爽说，
中方已多次阐述在病毒来
源问题上的立场，
表明坚决反对污名化
中国言论的态度，
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他说，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
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
才能战而胜之。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
迅速蔓延。中方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
际社会一道，
共同应对疫情挑战，
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据新华社

形式特殊 意义重大

各方人士认为，在新冠肺炎
疫情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
安、
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之际，
此次会议形式特殊、
意义重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日前指出，
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扩散，
加强全球协调行动
是提振信心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关
键。
各国应加强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及金融监管协调，
共同应对疫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
认为，面对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
作。
能否成功应对疫情，
取决于最
弱小的国家表现如何。
德国《青年世界报》副总编塞
巴斯蒂安·卡伦斯表示，
新冠肺炎
疫情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对全人
类产生了影响，只有共同应对才
能渡过危机，国际合作应该成为
各方信条。
据新华社

印度全国“封城”

从 武 汉 到 巴 塞 罗 那 ：父 亲 病 逝 ，公 公 确 诊
3月25日，
在印度新德里，
一名售票
员坐在没有乘客的公交车里 新华社发

3月17日，在西班牙巴塞
罗那，顾客们保持距离排队等
候进入超市购物
新华社发
1月中旬，
得知父亲感冒时，
Annie（英文
名）并没有把它和后来的新冠肺炎联系在一
起。
15年前远嫁西班牙后，
Annie在武汉生活
的父母便一直由妹妹照顾。
1月18日，
妹妹告
诉Annie，
父母同时出现了发烧症状，
Annie
很担心，
在电话里劝说父母到医院看病。
1月
23日，
武汉宣布封城，
当天凌晨4点，
通过手
机视频，
Annie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差不多两个月后，在距离西班牙巴塞
罗那15分钟车程的小镇上也出现新冠肺
炎患者，Annie的公公是其中之一。这场几
乎席卷全球的疫情，在短短六十多天内，
将Annie在中国和西班牙的家人卷入其
中。以下是Annie的自述。

公公确诊

医院说他已过传染期

/ 心痛一幕 /
当时爸爸已进入休克状态，医生一直在做急
救，心脏复苏，胸口按压，已经做了两个小时。后来，
医生问我们要不要放弃。

/ 心酸一幕 /
3月20日我去买鱼时，
有一个近八十的老太太从卖
鱼的前面过去，
还跟摊主开玩笑说：
这里有口罩卖吗？

抢救父亲

医生问要不要放弃
我一直没想到疫情会发展那么快。
1月21日，跟武汉的爸爸通电话时，他
还说自己挺好的，让我不要担心。当天下
午我也给妹夫打电话，他说爸爸想吃苹
果。那天的对话还挺轻松的，医生也说爸
爸的病情不是很重。
然而，当我在第二天（1月22日）早上
再次打过去时却没人接，我当时也太没在
意，觉得老人可能没注意到，才没接听电
话的。可未曾想到，随后我接到了妹妹电
话，医院突然通知：爸爸病危。
我马上买了第二天从巴塞罗那飞巴
黎，再飞武汉的机票。结果到了晚上，妹妹
就给我打电话，
说爸爸快不行了。
妹妹穿了
医院提供的防护服，
戴上口罩，
进到爸爸的
病房，
说让我通过视频看我爸爸最后一眼。
当时爸爸已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停了
三次。妹妹给我打电话时，医生一直在做
急救，心脏复苏，胸口按压，已经做了两个
小时。所以医生要征求家属的意见，当时
跟我妹商量说，虽然爸爸是在昏迷状态，
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感受，是不是
有感觉，是不是很痛苦……再后来，医生
问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决定放弃，不要
再压下去了，
再压的话，爸爸肯定很痛苦。

英国王储查尔斯

印度总理莫迪24日晚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为期21天的“封城”措施，以遏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莫迪说，实施“封城”措施期间，
“每个村庄和每条小巷都将严格实施
封锁”。他要求民众取消一切社交活
动，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特定情况外
一律不要外出。
据印度卫生部24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截至当天18时，印度新增86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519例，
治愈40例，
死亡9例。
印度此前已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禁止国际商
业客运航班入境，停飞境内商业客运
航班，
暂停全国铁路客运，
部分城市和
地区实施“封城”
措施等。 据新华社

/ 心暖一幕 /
从前几天开始，每天晚上八点，大家都会自发
到自家的阳台上去给医护人员鼓掌，我也参与了。

航班取消

● 目前其新冠病毒症状较轻
目前其新冠病毒症状较轻，
，
夫人卡米拉经过检测，
夫人卡米拉经过检测
，没有感染
没有感染。
。两
人现在家中自我隔离

我们镇上，
现在就只有食品超
市、烟草店和药店是开门的，其他
的商店，如酒吧、餐厅等都要求关
掉。中间我去了两趟药店，每次只
能一个人进店，
不过我前天去的时
候，
药店工作人员并没有戴口罩。
之前去食品超市时，大家也
都不戴口罩，现在有一些老年人
已戴着口罩。3月20日我去买鱼
时，有一个近八十的老太太从卖
鱼的前面过去，还跟摊主开玩笑
说：这里有口罩卖吗？虽然是幽
默，
但确实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我回来跟我老公说，要不我
从中国买一批口罩过来捐给镇上
的警察和老人。因为我询问医生
朋友后得知，口罩已经全部被政

府管制起来了。
我老公做的是进口生意，政
府对此已有一些扶持政策。而我
自己的公司在武汉，做的是家具
饰品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欧美客
户。现在公司的账上基本没有钱，
很多款都没有收回来。
从前几天开始，每天晚上八
点，大家都会自发到自家的阳台
上去给医护人员鼓掌，我也参与
了。不管哪个国家，这些在一线的
医疗工作者都是最值得敬佩的。
我心里默默在想，这些掌声也献
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武汉的
那些医护工作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王震华 实习生 汪萌菲

美国
“病毒猎手”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其与中国合作检测试剂等项目未受影响
据央视新闻消息，美国当地
时 间 3 月 24 日 ，被 誉 为“ 病 毒 猎
手 ”的 美 国 传 染 病 学 专 家 利 普
金教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
目 前 仅 有 发 烧 、咳 嗽 及 低 烧 等
轻症现象。
3月2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利普金教授在中国的
合作伙伴、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陆家海处了解到，现在利
普金教授正在就新型冠状病毒
早期诊断方面与中山大学的科
研 机 构 进 行 深 入 合 作 。陆 家 海

英国王室25日发布声明说，英国威尔
士亲王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
目前症状较轻。
克拉伦斯宫发言人说，现年71岁的查
尔斯目前表现出轻度症状，
“ 近日都在家
办公”；其夫人卡米拉经过检测，没有感
染。两人现在位于苏格兰的家中自我隔
离。声明说，查尔斯最近几周内履行王室
公职活动很多，因此不能确定他从何处感
染新冠病毒。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
丈夫菲利普亲王本月早些时候已离开白
金汉宫，避居温莎城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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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打算
强制关闭枪械零售店。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
枪械销量在全美范围飙升。
洛杉矶县治安官亚历克斯·比利
亚努埃瓦2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
访时说，枪械不属“必需品”，
“需要关
闭”
枪店。
疫情蔓延引起部分美国民众恐
慌，
他们不仅囤积卫生纸、洗手液等日
用品，
还抢购枪械。
洛杉矶县上周下令
所有“非必需”
消费的商业场所停止运
营，
枪店却继续营业。
比利亚努埃瓦上周在记者会上
说，
疫情期间购枪是个“糟糕的主意”，
可能造成更多人受伤，
因为“现在不同
寻常，很多人待在家里”，长时间待在
一个封闭、拥挤的空间中，
人容易变得
焦躁，引发所谓“幽居病”。这种情况
下，
“武器不是好搭配”
。
售枪网站Ammo.com过去一个月
收入增长7倍多。据该网站数据，全美
范围内枪支销量普遍增加，民间“拥
枪”
比例一向较高的得克萨斯州尤甚。
比利亚努埃瓦说，
已经增派1300名
警员上街巡逻，
同时释放1700多名
“非暴
力”
囚犯以降低监狱暴发疫情的风险。
美国最大“拥枪”
组织全国步枪协
会批评疫情期间地方政府限制枪支销
售的举措。
按照这个组织的说法，
政府
一边控枪，一边鼓励执法部门少抓罪
犯、
“清空”
监狱，
会削弱民众“自卫”
能
力，
增加安全风险。
据新华社

人们在阳台上给医护人员鼓掌

被取消了，
无法飞往武汉。
又过了几天，
在西班牙的一个
浙江朋友告诉我，
全国物资、
救援队
都到武汉去了，
现在浙江的医护物
资很匮乏。
其实，
自爸爸去世后，
我
便不想整天呆在家里胡思乱想，
所
以决定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找防护
服、
口罩等医护用品。
找到了以后，
我跟朋友两个人一起，
前往巴塞罗
那机场打听，
看有什么航班可以通
航，
发到哪里可以让人带回去等等。
那个周末，我大概早上四点
多钟起床，因为提前打听到有一
班上午十点的航班，是从巴塞罗
那直飞北京，
然后转上海。
我们就
到那边去问，还真找到人帮我们
把这批物资带了回去。

确诊新冠肺炎

疫情推高枪销量
洛杉矶要关枪店

程，
会公布一个热线号码，
如果发
现自己有症状或者发热，就打热
线号码，
会有医生到家里来查看，
不让患者去医院，当地医院也没
有发热门诊。医院通常只接收救
护车送去的病人，或者被上门的
医生确诊的病人。后来还出了一
个规定，重点收治65岁以上的，65
岁以下的就在家自己隔离。
打了热线电话之后，
社区医院
就将他接走。
医院也没对他进行隔
离，
就只是让他待在一个房间，
因为
医院觉得可能是他之前的血液病
引起的发热。
然后就做了各种检查，
也包括新冠肺炎的检查。
3月20日周五，医院通知公公
确诊了。
不过又说，
过两天情况好些
就能出院，
因为已经过了传染期。

每晚八点

想办法寄医护用品回国
看到爸爸躺在那里，我非常
崩溃。因为来不及赶回武汉，
心里
特别内疚。
接下来的时间，我每天都在
关注武汉，妈妈随后也确诊了，
当
时在住院，妹妹的孩子也在发烧，
后来检查发现是扁桃体发炎。那
段时间，我只能睡四个小时，
每天
到4点，人就醒了，起来第一时间
就拿起手机，看微信上在武汉的
家人有没有给我留言，当时很怕
留言没及时看到，
打电话没听到。
我们一共准备了两箱物资，
准备随飞机带回来。
然而，
爸爸去
世是星期三（1月22日）晚上的事
情，到了星期四，
我就收到机票代
理的电话，说法航停飞，
我的机票

我公公今年78岁，有血液病
——骨髓纤维化，需要定期到医
院输血。3月9日，公公去医院输血
时，
我婆婆还拿了两个口罩，
让公
公戴上。
但到医院后，没看到任何人
戴口罩，
公公便也不愿意戴上了，
他觉得我们把事情想得太严重。
我婆婆跟医生说，希望能劝劝公
公，
让他戴口罩，
但医生也说没有
必要，认为当地媒体报道过于严
重，
把大家搞得太紧张。
婆婆回来后说，整个医院没
有一个医生、
护士戴口罩。
没想到，去了医院回来一周
左右，3月14日公公开始发烧，家
里人都很担心。
来 说 说 这 边医院的处理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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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目前了解到利普金教授属于
轻症感染，各方面合作没有受到
影响。
今年1月29日到2月4日，他曾
来华开展为期7天的调研工作，期
间在陆家海教授的陪同下，
受到了
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
国家卫健委
副主任李斌等的接见，并与钟南
山、
曾光等专家就当时的疫情发展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提出
了对抗疫情的建议和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吴阳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韩国聊天室性奴役案
警方公布嫌疑人信息

韩国警方25日把即时通讯软件
“电报”
聊天室性奴役案主要嫌疑人赵
主彬（音译）移交检察机关。
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以涉嫌违
反《关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不受性侵
的法律》逮捕赵主彬，
将他拘押在首都
首尔钟路警察署，
25日上午移交检方。
赵主彬离开警察署前向受害者致
歉，
感谢警方制止他“无法自拔的恶魔
生活”
，没有就所受指控作出回应。
首尔地方警察厅24日召开身份信
息公开审议委员会会议，决定公开嫌
疑人姓名、年龄和肖像。
赵主彬现年24岁，涉嫌诱骗至少
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拍摄
色情影像，胁迫受害者把那些影像分
享至他在“电报”软件设立的聊天群，
即所谓“n号房”。
“n号房”实行会员
制，警方调查发现大批会员为观看那
些影像至少支付150万韩元（约合8633
元人民币），经由加密数字货币付款。
去年9月以来，韩国警方共逮捕
124名性奴役嫌疑人，其中18人关联
“电报”
聊天室性奴役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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