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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官员罗
茜·里奥斯展示农历羊年限量版 1 美元（右）和 100 美元

“吉利钱”。美国财政部造币和印钞局当日宣布，为庆祝
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羊年，自 3 日起发行 2015 年生肖羊
主题限量版“吉利钱”1美元和 100美元纸币。

“吉利钱”

11月 30日，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商业街边，辛
巴部落妇女在兜售手工艺品。纳米比亚的辛巴部落仍是
原始社会状态，因其部族女性在全身涂抹一种用羊脂和赭
石粉混合的红泥，所以辛巴人又被称为“红泥人”。随着现
代文明逐步深入，一些辛巴人离开故土进入都市，靠兜售
手工艺品和供游客拍照赚钱营生。

“红泥人”

12月 3日，在秘鲁利马，一名工作人员身穿用回收纸
制作的服装迎宾。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会场内外，从官方发布的文件到会议场馆布置，诸多细
节体现出主办方用心将环保理念落于实处。

“小”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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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评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习近平主席今年 7月
在首尔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中国在国际合作时的义利
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论是在抗击埃博
拉疫情还是在向国外贡献技术上，中国都展现了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先来说说肆虐了近一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世界卫

生组织 12 月 1 日首次承认疫情正在缓解，发展轨迹初现
“拐点”。在抗击埃博拉的岁月里，中国选择与西非国家风
雨同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
斗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给力援助解了西非国
家燃眉之急，真可谓患难见真情，有情有义有担当。

不仅是人道主义援助，中国还在向世界贡献中国标
准。继 11 月 20 日中国签约海外最大单体海外工程项
目——尼日利亚沿海铁路后，非洲首条中国标准的现代化
铁路阿卡铁路全线贯通，成为尼日利亚“三纵四横”国家铁路
干线网和西非共同体“互联互通”铁路网的重要骨干网络。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阿卡铁路的修建，不仅给
当地创造了近 4000个工作岗位，更让阿布贾到卡杜纳的
行程从三个小时缩短为一个小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考
虑到阿布贾找工作，中国标准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
造福了一方百姓。

在秘鲁首都利马，一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气候变
化大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召开。与发达国家惯有的推卸
责任不作为不同，中国不仅于十八大就确立了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道路目标，还发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适
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战略规划《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在今年的 APEC 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还正式
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带头确定两国 2020年
后的减排目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期待中美两国的承诺能为利马大会开个好头，为
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正能量。②22

中国贡献
□刘晓波

中国援建利比里亚的埃博拉
诊疗中心 11 月 25 日正式交付使
用。当地各界人士对这座诊疗中
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是利中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深厚情谊的
真实写照，给利比里亚人民抗击
埃博拉疫情带来信心。

诊疗中心位于中国援建的蒙
罗维亚 SKD体育场北侧。19栋大
小不一的天蓝色顶板房呈月牙形
分布，在晨曦映衬下格外静谧。

诊疗中心的建筑面积为 5800
平方米，配备 100张床位。分主病
房区、门诊、培训中心、库房、医护
人员休息区等，绝大部分物资和

设备从中国国内携运而来。
医疗队总护士长游建平介绍

说，诊疗中心按照传染病防治医
院高标准建设，在世界卫生组织
标准基础上，增加了电子监控、对
讲、电子病历等信息系统，同时还
在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增加了缓
冲区，防护科学严密，医疗设施完
善。利比里亚《焦点报》在报道诊
疗中心投入使用时说，利中两国
和两国人民友谊深厚，中国援建
的埃博拉诊疗中心是自 1976 年
埃博拉病最初发现以来，最好的、
最舒适的、服务质量最高的埃博
拉治疗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 1 日首
次承认西非埃博拉疫情正在
缓解，2 日正式宣布西班牙疫情
结束。至此，史上最大规模的
埃博拉疫情自去年底浮现，经
历恶化升级、走出非洲后，发展
轨迹初现“拐点”。

此次疫情是 1976 年首次发
现埃博拉病毒以来规模最大、
最严重、最复杂的埃博拉疫情，
累计病例和死亡数字均超过其
他埃博拉疫情的总和。

8 月 8 日，世卫组织宣布西
非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疫情
具备国际传播的风险。

世卫组织最新疫情数据显
示，自首位患者出现不到 1 年的
时间里，疫情重灾区几内亚、利
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累计发现
疑似、可能或确诊埃博拉病例
17111 例，死亡 6055 人。

在 埃 博 拉 持 续 肆 虐 西 非
时，中国选择与西非国家风雨
同舟。中国已连续 4 轮提供总
计 7.5 亿元人民币的紧急防控
埃博拉援助，500 多名医护人员
和公共卫生专家深入西非抗疫
最前线，生物实验室、诊疗中心
等抗埃设施相继开工建设或建
成。非洲政界人士说，中国政
府 及 时 提 供 的 无 私 援 助 和 支
持，对区域国家应对埃博拉疫
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
利夫在出席中国政府援建的利
比里亚埃博拉出血热诊疗中心
启用仪式时表示，衷心感谢中
国的无私援助，这一诊疗中心
是利中友好的见证，期待利中

两 国
能 在 更 多
领域进行合作。

几内亚国际合作部部
长穆斯塔法·萨诺日前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说，疫情出现以后，
中国是第一个对几内亚进行援
助的国家，通过经济、物资、派
遣专家等多种方式对几内亚提
供了帮助。他特别指出，中国
援助的医疗卫生物资对几内亚
医疗人员的防护至关重要，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与埃博拉
病毒接触并感染的风险。

尼日利亚卫生部国务部长
哈利鲁·哈桑说：“患难见真情，
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尼日
利亚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刚果（布）卫生部长弗朗索
瓦·伊博维在中国援助医疗物
资捐赠仪式上，感谢中国政府
的无私援助，称赞中国援助重
信 守 诺 ，言 出 必 行 ，且 注 重 实
效。

“无国界医生”肯尼亚特派
组负责人查尔斯·高尔迪说，埃
博拉是一个未知领域，疫区国
家需要建立更多医院，引进更
多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和设备，
并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中
国政府及时向西非地区提供医
疗技术和设备，派遣医疗队，为
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员提供救
助。这些医务工作者具备专业
的医学知识和良好的医德，令
人称赞。

中国援建利比里亚诊疗中心印象

穿着厚厚的隔离服，中国人民解放
军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徐哲，艰难地
走向埃博拉留观中心的二楼。他已经
在病区里坚守了 1个小时，此时已是汗
流浃背，但有个特殊的病人让他下班前
仍然牵挂。

二楼，四号病区，一个 9 岁的黑皮
肤小女孩正躺在病床上发呆。这个名
叫雅尤玛(上图)的女孩，常常这样陷入
发呆。“孩子想家了，”医疗队的护士长
黄顺说。

这是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
郊的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疫情在这个
国度已经肆虐了半年。根据塞拉利昂
卫生部的最新消息，截至 12月 1日，该
国共有确诊病例 5978例，其中 1549人
死亡。人口最稠密的首都地区，已成为
该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带。

雅尤玛的母亲，就在那不幸去世的
一千多人中，而她的父亲，在疫情来临
之前抛弃了这个家庭。雅尤玛被送到
中塞友好医院留观中心接受治疗时，正
遭受发热、乏力、呕吐、腹泻甚至牙龈出
血的折磨。

经过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和专业
的治疗，雅尤玛意识开始清醒，主动向
护士要吃的。“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呕
吐也逐渐缓解。11日可以在牵扶下上
厕所，12日可以独立下床活动，13日可
以上下楼……”医疗队队员金波说，“这
么凶险的疾病，能看到患者渐渐痊愈，
医疗队队员的喜悦很难用语言描述。”

虽然厚厚的防护服使每个医疗队
队员都汗如雨下，但队员们总是愿意在
雅尤玛的房间多停留一会儿。

护士们把巧克力、饼干、火腿肠等
食物带到孩子的病房，放在她的枕头
边。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则把自己从国
内带来的玩具熊放到了雅尤玛的床
上。而这只小熊，其实是年轻的妈妈想
念远在中国的孩子时寄托思念的信物。

可是病情好转的雅尤玛，又有点情
绪低落，特别是在医院里认识的两个小
伙伴陆续出院以后。“我想回家，”她对
护士说。

金波说：“除了治好孩子的病，我们
争取额外多做些事情。”孩子未来的生
活、教育等等，医疗队队员们正在想办
法。

无国界的爱

埃博拉疫情
是今年国际社会
极为关注的重大

事件之一。在这场与“看不见的
魔鬼”的搏斗中，中国有情有义有
担当，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心，一些
一向爱说风凉话的西方媒体也不
得不改。有关中国援助抗击埃博
拉的报道中，“快速”“及时”“无
私”“友谊”等赞誉一次次出现在
各方的评价中。

中国的有情有义体现在创
造多个“第一”上。埃博拉疫情暴
发后中国第一时间对外宣布援助
举措，第一个向西非提供埃博拉
疫情专项援助，第一个向疫区派
出专家组和医疗队指导并直接参
加一线救治，第一个用专机运送
医疗防护物资，援助物资在第一
时间运抵疫区并迅速分发使用，

是累计向非洲提供援助批次最多
和医疗物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这是中非交往和友谊中中国
一以贯之的原则。而今，中国用
自己的行动再次向世界表明，中
非命运共同体绝非空话，中国秉
持的义利观经得起大风大浪。全
非洲网刊文说，在抗击埃博拉的
全球斗争中，中国始终站在最前
面……这是中非友谊的证明，也
是中国责任心的展现。

非洲有谚语云：“独行可以
走得快，结伴才能走得远”。面对
埃博拉，中非携手用生命谱写了
新时期中非友谊最动人的乐章。
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有理
由深信，历经考验的中非友谊必
将有着更辉煌的未来。

中国有情有义有担当

评论

故事

中国援建利比里亚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外景中国援建利比里亚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外景。。

◀自西非
爆发埃博拉

疫情以来，中
国向西非疫区国

家提供紧急现汇、粮
食和防控物资等援助，

并派遣了500余名医疗人员和
公共卫生专家抗击埃博拉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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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非洲
抗击埃博拉疫情重大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