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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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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中方愿与 G20 其他成员共同努
力，推动这次特别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26日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峰会

根据统一安排，支援湖北医疗队已通
过各种交通方式陆续分批有序撤回。截
至 24 日 24 时，已有 194 支医疗队、21046
名医务人员从湖北撤回，其中，已有 141
支医疗队、14649人从武汉撤回，目前仍有
139支医疗队、16558人坚守在武汉救治一
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焦雅辉 25 日在记者见面会上介
绍，在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保障下，各援助
湖北医疗队平稳有序顺利回撤，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3 月 17 日，作为首支撤离武汉的医疗
队，陕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 43 名队
员们，清晨 5 点就已收拾好行囊整装待
发。他们乘坐来时的车辆，原路返回陕
西。志愿者、驻地工作人员与他们一一拥
抱告别。上车后，不少医疗队员忍不住流
下了热泪。

当 天 ，41 支 国 家 医 疗 队 3675 人 返

程。这批医务人员在湖北武汉期间共支
援当地 14所方舱医院、7所定点医院。

焦雅辉介绍，自 3 月 17 日开始，各援
助湖北医疗队陆续撤离，每天撤离人员在
1000 至 3000 多人不等，主要是根据各医
疗队完成支援情况安排，也按照救治任务
的轻重缓急顺序进行。

白衣战士，踏胜返乡。如何有序、安
全、顺利保障白衣天使们撤离？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
刘明介绍，在确保疫情防治到位的情况
下，为医疗队服务的 2万名志愿者提供防
护物资，返乡途中过路费等全免。部分医
疗队离鄂离汉选择乘坐高铁，国铁集团公
司客运部按乘坐率 50％安排医疗队员免
费乘车，上车后，提供免费餐饮。

此外，为了让医护人员轻松返程，顺
丰、京东、邮政三家快递公司，免费为医疗
队提供服务。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
经理潘韦介绍，湖北全省顺丰各营业网点
自 3月 14日起，正式在全省范围内启动支
援湖北医疗队返程行李免费寄递服务，截
至 23 日，顺丰为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的医
疗队提供免费返程行李寄递服务，共完成
行李寄递 78000 件，重量 929.4 吨，共减免
运费 668.6万元。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
许宝利介绍，过去 8 天里，公路方面出动
运力 731 车次、货运 110 车次、包机 132 架
次，涉及 11家航空公司，20家道路运输企
业。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陈恺民
介绍，工信部门提前加强湖北主要交通枢
纽的通信保障，对网络预检预修，保障了
网络运行平稳。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铁骑开道，全程
护卫。感人的欢送迎接场景，广大医务人
员和无数网友记忆尤深。据介绍，各地公
安部门以最高礼仪、最深敬意、最佳形象、
最强守护，向最美逆行者致敬，全力做好
道路交通疏导巡逻管控等工作，提供安全
畅通的交通环境。

据新华社电

两万余名医务人员从湖北撤回

2013年以来，每到清明时节中航工业
沈飞公司的员工们都会自发来到前董事
长、总经理罗阳的塑像前悼念。他的另一
个身份是我国歼－15 舰载机研制现场总
指挥。

站在塑像前，那位总是笑容谦逊，一
身蓝色工作服永远整洁利落，浅色眼镜后
目光柔和坚定的总指挥就好像未曾走远，
好像搭载着他亲手打造的歼－15 战斗机
的母舰——辽宁舰鸣笛为他送行就在昨
天……

2012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大连港码头
锣鼓齐鸣，彩旗招展。胜利完成中国首次
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号”缓缓驶
入港口。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孟军在辽宁舰上向码头望
去，激动地说：“老罗快过来看，沈飞的弟
兄们在向你招手呢！”罗阳倚靠在床边，手
捂着胸口，轻声说道：“算了，我有点不太
舒服。”

孟军看他脸色不太好，赶紧询问：“要
不要先找医生看一下？”罗阳摇摇头说：

“没事，下船再说吧。”9 时 4 分，罗阳慢慢
走下“辽宁舰”。罗阳坚持跟一整排等候
的人挨个握了手。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是
他们和罗阳的最后一次握手。

一个多小时后，载着罗阳的车辆疾驰
奔向大连友谊医院。在离急诊部不到 100
米的地方，罗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罗阳，你太累了。”妻子王希利一声

悲啼，在场者无不动容。王希利没能见到
丈夫最后一面，就连他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还是在电话里，说的是工作。

罗阳走了，但他的梦想还在，他把一
切奉献给共和国航空事业的精神还在熠
熠生辉。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中航工业沈飞公司的生产任务产
生了巨大影响。为按时完成国家任务，沈
飞公司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复
工复产——一台台机器恢复运转，一间间
车间亮起灯光。 据新华社电

罗阳——忠魂赤子心 航空报国情

新华社福州 3月 25 日电 由 14 名中
国专家组成的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
医疗专家组于 3 月 25 日上午乘坐包机从
福建省福州市出发。预计经过十余个小
时飞行后，专家组将到达意大利米兰，随
即将奔赴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再添中国力量。

参与本次医疗援助的专家分别来自
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福州肺科医院以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等单位，专业领域涵盖心血管内科、呼吸
内科、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院感、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传染性疾病控制、中医、护
理等。福建省立医院郭延松主任医师担
任专家组组长。

专家组还随行携带了一批当地急需

的医疗救治物资，包括呼吸机 30台、监护
仪 20套、防护服 3000套、N95口罩 2万个、
医用口罩 30万个、隔离面罩 3000个、中成
药等。

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
疗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医院和专
家开展经验交流、介绍中国抗疫经验，结
合意方实际情况，提供防控和诊疗建议；
对在意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进行
疫情防控科普教育、防控宣传和提供必要
的防护物品、中医中药，并视当地法律法
规和具体情况，开展医疗卫生指导和帮
助。

今年 3 月以来，中国已先后派出两批
医疗专家组共计 22 人，携 20 余吨医疗物
资赴意大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向意大利派出中国向意大利派出
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这是3月25日拍摄的刘家峡水库库区（无人机照片）。
近日，随着黄河流域进入春灌用水高峰期，刘家峡水库按照黄河防总调度要求，

将水库出库流量增大到1000 立方米每秒，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春灌生产。 新华社发

罗阳罗阳。。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3 月 24 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恩施市，一名小朋友手举祝福语，
欢送天津支援恩施医疗队队员。

新华社发

33月月2525日日，，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出征前合影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出征前合影。。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