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日晚，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表示：
有关我们团队关于 1099 例新冠肺炎患者
临床特征的文章，这个研究是全国 30 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计 552家医院提供
临床的数据，研究团队对患者临床特征进
行综合分析的。

这篇文章是一个预印版，预印版本
身就需要征求更多的同行意见，按照预
印版的官方要求，其信息并不能给媒体
引用，也不能指导临床，必须要经过同
行评议。在预印版里面的潜伏期，我们
有一种统计的方法是根据患者的口述

来记录下来的，我们根据患者讲述过接
触传染源时间以及症状最早出现的时
间进行计算，最长的是 24 天。但实际上
真正叙述有 24 天的病人只有 1 例，也就
是说 1099 例中只有 1 例。我们的研究
显示所有患者潜伏期的中位数是 4 天，
此外，我们在这篇文章即将报道四分位
间 距 ，分 别 是 2 天 与 7 天（即 差 距 为 5
天），其更加科学地反映人群的总体情
况。

因此，关于未发表的文章部分信息不
应该被过度解读。

钟南山院士关于“潜伏期24天”的解读

从飞花令到捐工资

日本这次表现为何如此感动中国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10 日宣布，将从
每名自民党国会议员 3月经费中先行扣
除 5000 日元（约合 318 元人民币），帮助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
“对日本来说，看到中国遭遇疫情，如同
是亲戚、邻居遭难，日本国民都愿意援助
中国，希望疫情早日平息。”

近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特别录
制了一段视频，为武汉加油。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录制视频
鼓励中国抗击疫情，他在视频中特别提
到，不会忘记 2011 年日本大地震时中国
对日本的帮助。

他说，自己注意到了日本送往中国
的捐助物资上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他同步展示了自己手书的这句诗，
用中文和日文念出，并讲述了诗句与鉴
真有关的一段故事。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武汉、湖北以及
全中国正坚强抗击疫情的中国朋友们，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希望所有人都能渡
过难关。”

中 国 全 力 抗 击 疫 情 之
际，不仅日本华侨华人、留学
生、中国驻日企业和人员积
极行动，日本政府和社会各
界也纷纷表达慰问，伸出援
手。一批批口罩、防护服等
防疫物资陆续抵达中国，一
句句表达情意的中文诗词也
戳中不少中国网友的心。

执政党议员捐钱
前首相录加油视频

最早出主意在捐赠物资上印制上述
这行诗的是日本青少年育成协会理事、
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林隆树。他告诉
新华社记者，他们想把与古人相通的情
感寄托在捐赠的口罩中，才特意写下古
人的诗句。

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岂曰无
衣，与子同裳”，日本近期捐赠物资上不
少都特意印制了中文诗词，接连在中国社
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用中国网友的话说，这简直成了这些
日本朋友的“飞花令”大赛。

近期，不少日本城市对中国结对城市
输送“硬核”支援。

日本大分县大分市是武汉的友好城
市，实施捐助相对最早。大分市政府得
知武汉疫情的消息后，于 1 月 27 日寄出
3 万个口罩、600 套防护服、400 个护目
镜。几十个纸箱上用中文写着“武汉加
油”字样。

一天后，日本茨城县水户市向其友好

城市重庆市捐赠 5万个口罩。
2 月 6 日，日本冈山市联合冈山日中

友好协会，向友好城市洛阳捐赠 2.2 万个
口罩，在每个货箱上写有“中国加油！洛
阳加油！冈山市民支持你们！”

2月 10日，日本冲绳经济团体琉球经
济战略研究会向与冲绳结对的福建省捐
赠 6000 个儿童口罩和 1 万双医用手套。
装满医疗物资的纸箱上印有“守礼之邦
源远流长”字样，象征冲绳与中国悠久的
友好往来历史。

名古屋与南京也是结对城市。名古
屋的张滨二胡学院近日向南京红十字会
捐赠 5万个医用口罩、8000个防护口罩和
200 套医用防护服，大部分来自日本学员
的捐赠。他们在自己捐赠的口罩上写有

“中国加油！”“身体健康！加油吧！”“祝
福你，火神雷神！”等应援口号。

日本各界以中文诗句表达善意，而善
意又在中国引发如此共鸣，映射出两国深
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为何成了日本友人的“飞花令”赛场

日本很多普通人也用自己的方式为
中国战“疫”应援。

中国元宵节，池袋街头，一名日本女
孩身穿红色中式旗袍，怀抱捐款箱，向路
人深深鞠躬，为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募捐。相关照片和视频也在中国社交媒
体上“火”了。

心怀感动的中国网友称她为“日本
最美旗袍女孩”。

不仅日本，中国发生疫情后，俄罗
斯、韩国、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纷纷伸出
慷慨援手。

当前，中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国际社会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鼓
舞着中国人民早日战胜疫情的信心。
对于在危难中给予的帮助，中国人民铭
记在心。

日本最美旗袍女孩

记者 12日从中央气象台获悉，2月 13
日至 16 日，强寒潮天气将自北向南影响
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和
大风、强降温天气。

强寒潮天气带来的雨雪量大，影响范
围广。13 日至 15 日，华北大部、东北地
区、黄淮、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北部和西
部、贵州等地将先后出现雨转雨夹雪或
雪。其中，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内蒙
古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局地将出现暴
雪。华北地区降雪为 13日夜间至 14日夜
间，黄淮至江南北部降雪为 14 日夜间至
15日夜间。

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北部等
地累计降水量达 100至 160毫米。

中央气象台提醒，此次雨雪天气，北
方部分地区积雪明显、南方降雨量大，将

对交通运输和公众出行带来一定的影
响。目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公众需注
意防范雨雪天气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
积雪结冰和低能见度天气。

另外，此次强寒潮带来的降温幅度
大。13 日至 16 日，中东部大部地区自北
向南将出现 8℃至 12℃降温，一些地方降
温 14℃以上。

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先后有 4至 5
级、阵风 6 至 7 级偏北风，江河湖面和东
部沿海地区阵风风力可达 7至 8级。

气象专家提醒，近日我国北方地区升
温明显，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
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 11 日的最高气
温已突破 15℃；12 日白天南方地区气温
也在逐步回升。寒潮过境期间，中东部
大部地区将遭遇剧烈降温，公众需做好
防寒保暖措施，防御强降温可能引发的
感冒等健康问题。

驰援湖北！
这些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

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都同湖北和武汉人民战斗
在一起。全国一盘棋，我们筑起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钢铁防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以来，按党中央决策部署，19 省区
市火速行动，各地区前往湖北支援的广
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
各方面人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从除夕夜到上元夜，各地一批批医务
人员奔赴、奋战武汉一线；全国各地建设
力量迅速汇聚，短时间内建好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各
省份全力支持湖北各地加强病人救治、
疫情防控工作；军队保证医疗物资和人
员有效投送，抽调大量医护人员奔赴疫
情防控最前线。

天南地北，万里比邻。我们地理上有
距离，心理上零距离。在伸出援助之手
时，每一双手都拿出了自己的“王炸”。
有一幕场景感动了国内外无数人：几天
前多批医疗队会师武汉，中国医学教育
界“百年老店、四大天团”的“南湘雅、北

协和、东齐鲁、西华西”，队员们隔空为武
汉、为湖北、为中国加油。网友说“所有
的龙拔下最硬的鳞给你，哪怕自己也伤
痕累累，所以武汉必胜”。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驰援湖北、武汉的战场，不仅仅在湖北、
武汉。14 亿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以各
自的方式驰援着前线。捐一只家里的
N95 口罩是驰援，出门坚持戴上口罩也是
驰援；把自己当成湖北人、武汉人是驰
援，把在外的湖北人、武汉人当成自家人
也是驰援。

闻令而动，坚忍不拔，不怕牺牲，攻
坚克难。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上，每一个人都在付出巨大努力，为疫情
防控作出贡献。2020 年早春，中国力量
向湖北、向武汉集结，中国资源向湖北、
向武汉倾斜，中国心为湖北、为武汉而跳
动，全国人民同舟共济，这是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的强大力量，是战无不胜的坚强
保障。

湖北钟祥警方日前破获一起以销售
新冠肺炎疫情防护用品为诱饵，骗取定
金的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多为医院采
购人员、医生、护士和爱心人士，涉及全
国 5个省市。警方提醒，公众应提高防范
意识，谨防以推销防护用品、预防药物为
诱饵的诈骗新手法。

2 月 7 日 ，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接
上级公安机关协查指令：武汉热心公益
的人士金某通过网络购买口罩，准备捐
给 一 线 医 务 人 员 时 被 骗 走 定 金 7000
元。经前期侦查，犯罪分子微信绑定手
机 已 注 销 并 关 机 ，通 过 对 涉 案 微 信 账
号、被骗资金去向研判，嫌疑人在湖北
荆门地区。

钟祥公安机关认真分析微信使用轨

迹，调取大量视频监控，快速锁定嫌疑人
藏身钟祥市郢中街道办事处某居民小区
内。2月 10日 8时，抓捕民警成功将嫌疑
人陈某抓获，现场扣押电脑、手机、银行
卡等作案工具。

经审讯，陈某供述：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他发现许多人在网上求购口罩等
疫情防护用品，于是加入全国各地疫情
物资采购微信群，冒充微商添加受害人
为好友，以低价快送货售卖配送口罩、防
护服等疫情防护物资为诱饵诈骗。

当受害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定金
后，陈某便将其拉黑。不到半个月时间，
陈某先后诈骗上海、浙江、辽宁、贵州及
湖北多名受害人，作案 18 起，涉案金额
74000余元。

谨防以销售疫情用品为诱饵的诈骗

兄弟省份对口驰援 亿万颗心同频共振

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
大范围雨雪和强降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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