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相比格外特殊，在
疫情面前，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体系中的
一员。 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的查勘理赔员
们坚守前线， 为客户提供及时暖心的服
务，抗击疫情，共克时艰。

疫情当前，真正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

2月 3日上午，刘女士（化名）的车右
前轮处损坏，车辆无法行驶，她又是新手，

顿时感到非常无助。 理赔员李振鸣得知情
况后，10分钟内就到达了现场。

刘女士显得很焦急，原来她是南桥中
心医院的一名护士，正急着赶往医院。 李
振鸣得知情况后， 迅速拍摄现场照片，并
对处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了诚挚
的感谢。 在帮刘女士联系好平安免费换胎
服务后，李振鸣让她先去工作，自己在现
场等待救援公司，帮助处理后续事情。 刘
女士对李振鸣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但李
振鸣对刘女士说：疫情当前，真正要感谢
的应该是你们！

疫情无情人有情，赠送口罩暖人心

1月 25日， 王先生来到理赔中心处理
事故。 虽然是疫情期间，但理赔中心仍不断
有客户来办理业务。 因为匆忙，只有王先生
没有佩戴口罩，他在大厅里显得踌躇不安。

理赔员丁健看到后主动上前给王先
生提供医用口罩。 这下王先生终于可以安
心办理理赔业务了。 丁健还给附近其他办
理业务的客户一并赠送口罩，平安贴心服
务获得大家好评。

出险不用愁，线上理赔伴身边

1月 25日下午，盛先生的车辆发生了
停放受损事故。 由于疫情期间不便接触他
人， 盛先生不方便找物业公司调取录像。

理赔员徐栋在接到报案后，了解到盛先生
的这一情况，第一时间指引客户走线上理
赔，指导他拍摄照片，迅速完成理赔。

由于是停放受损案件，徐栋还协调盛
先生到公司合作单位维修，免去客户自负
部分，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停车关爱，“橙衣使者”让出行更温暖

1 月 26 日下午，周先生（化名）的车
辆因长时间停放没电了， 疫情期间修理
厂又都关门，他只能推车进行启动。正在
周先生尴尬、着急之时，理赔员李洪昌在
值班途中经过，发现了这一窘境。他立刻
靠边停车，拿出搭电线，主动为周先生进
行搭电服务。

在李洪昌的帮助下，车辆搭电后终于
顺利发动了。 临走时，李洪昌发现周先生

没有口罩， 他又为周先生送上了医用口
罩。 周先生十分感激平安的暖心服务，称
赞真的是雪中送炭。

坚守岗位，春节护航不打烊

春节护航期间， 理赔员管仲驻守 G40

陈海公路收费站，积极协助出入境收费关
卡的医护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发放口罩、

信息登记等工作，共同抗击疫情。 同时，管
仲还积极配合政府、医务人员做好车主服
务工作。

异地出险拖车回沪，守护车主温暖归途

1月 25日，郑先生（化名）回老家后，

车子掉落坑中。 此时正好是疫情期间，郑
先生十分担心老家会封路，无法驾车回沪
工作。

理赔员赵印蓬在回访异地出险客户
清单时联系了郑先生， 在得知这一情况
后， 他立即联系了公司合作救援单位，商
议拖车费用及过路费用等事宜，并先行垫
付了费用，帮助郑先生从老家将事故车辆
拖回了上海。

在疫情非常时期，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温暖守护。 愿每个人每座城，都能被温柔
相待，希望大家都百病不侵、平安喜乐，愿
家家有平安！

抗击疫情， 他们在温暖守护

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表示

本报东京 2 月 7 日专电 （驻东京记

者刘洪亮）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 7 日

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会见到访的日本执

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公明党干

事长齐藤铁夫。两位干事长表示，日方愿

举全国之力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

二阶俊博表示， 日方对中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感同身受， 谨致以

诚挚慰问。中方正在积极努力防控疫情。

我们常讲患难见真情， 日方愿举全国之

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

中方共同抗击疫情。 二阶还表示已募集

到 12 万套防护服， 将尽快运往中国湖

北、浙江、广东等地医疗机构。

齐藤铁夫表示， 公明党对中方遭受

疫情表示诚挚慰问， 并衷心感谢中方为

保障在华日本公民健康安全所作积极努

力。我完全赞同二阶干事长意见，相信日

中两国加强合作， 一定能够阻止疫情蔓

延并早日战胜疫情。

专家视点

”许是早已消耗了国际社会太多的

关注与耐心，当英国在 1 月 31 日正式脱

离欧盟的时候， 整个国际舆论对该大事

件只是稍加报道便匆匆略过。然而，英国

“脱欧” 对于欧洲地缘政治的重构作用，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影响，恐

怕才刚刚开始。尤其值得讨论的是，英国

“脱欧”对于全面认识与深刻把握现代国

家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

警示意义。

英国“脱欧”是多种社会矛盾共同作

用的最终结果， 然而贯穿始终的主要矛

盾是民生问题。 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

现实因素是，自 2008 年以来，欧美发达

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沼， 停滞不前的

经济是激活一切社会矛盾的催化剂。 正

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当时的卡梅伦政

府为振兴英国经济采取大刀阔斧的财政

紧缩政策， 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与此同

时，整个欧洲经济颓势尽显，包括德国在

内的众多欧盟成员国一度出现负增长，

持续动荡的金融市场与严重衰退的实体

经济引发了东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数百万来自欧盟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涌

入英国分享劳动就业机会与社会福利，

加剧了英国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

在整个英国“脱欧”进程中，英国民

众最为关注的两大话题就是劳动就业机

会与社会福利保障， 这是导致英国 “脱

欧”的最根本现实动机。 由此可见，任何

一种政治架构， 无论是民族国家的传统

形式， 还是诸如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政治

实体， 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要解决好民

众的基本民生问题。再美好的政治构想，

如果无法切实回应民众的基本生活要

求，无法保障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都只能是一个美丽脆弱的理论泡沫。

英国“脱欧”深刻说明了阶级融通与

社会共识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统一

体尤为重要。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的

结果， 违背了几乎所有国际政治精英阶

层的预测， ”直接导致了卡梅伦政府的

倒台。 舆论普遍认为卡梅伦政府大意失

荆州， 另一种更为可笑的说法是因为公

投当天下雨， 所以很多支持留欧的青年

人没有投票， 才导致这一出人意料的结

果。然而，当时的卡梅伦政府早已获得了

欧洲理事会授予的欧盟成员国特权地

位， 为维护本国利益可以自主制定有利

于英国的特殊政策， 为何还是痛失好局

呢？

归根到底， 代表英国精英阶层的保

守党人对于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语境与

基本诉求缺乏感同身受的认识。 阶层之

间的政治失语与情感隔膜最终将英国拖

入了“脱欧”的政治深渊。 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这种日益分裂的社会现状，绝不仅

仅体现在“脱欧”这样的重大政治议题之

中，围绕着民族融合、族裔文化身份、地

区发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争论将一再

突显社会共识是一种多么宝贵的国家资

源。 自 17 世纪以来，英国逐步发展成为

一个以个人主义与自我利益为核心价值

理念的资本主义国家， 未来的英国社会

恐怕要为这一文化原则付出更为沉重的

代价，英国“脱欧”只是一切问题的开始。

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国

家主权意识的回归与对文化身份的强烈

诉求。就英国而言，隔着海峡的欧盟是最

大的贸易伙伴， 英国对外贸易早已高度

融入了欧洲市场， 英国与欧盟在地缘政

治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 在众多多

边国际合作议题与地缘政治议题上存在

相似的立场，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即便

脱离欧盟， 英欧关系”是英国未来国家

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脱离了欧盟统一大市场与关税同盟，英

国将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处于极为被动的

地位， 以实用主义见长的英国外交为何

还要铤而走险呢？

回顾三年漫长的“脱欧”进程，英国

政治精英阶层对于“脱欧”的基本立场是

不变的。 深藏在精英阶层的政治诉求是

希望重新拿回英国的司法管辖权。 无论

从历史文化传统还是政治意识形态考

察， 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别是显而

易见的。 作为现代西方政治传统的奠基

者与雄霸一时的世界帝国， 内心怎么”

无法接受在欧盟内做一个德法核心的跟

随者，并把主权让渡给低效复杂、问题丛

生的欧盟。因此，疑欧主义是深潜在英国

政治意识形态中挥之不去的基因。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

■高 健

左图： 6 日， 在日本

横滨， “钻石公主” 号邮

轮靠岸准备接受物资补

给。 均新华社发

上图： 这张由社交媒

体上网名为 daxa_tw 的网

友提供的照片显示， 检疫

人员在日本 “钻石公主 ”

号邮轮上工作。

国际 广告

“中国所做到的无疑令人瞩目”

多国疾控专家积极评价中国抗疫努力

“中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所做到的

无疑令人瞩目。”

“中国科学家发现这种病毒后， 就

立即与全世界分享相关信息。”

“我们终会战胜这一病毒。”

这些是世界多国医疗疾控领域专家

近日的言论， 他们积极评价中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努力， 表示对中国战胜疫

情充满信心。

武汉火神山医院仅用 10 天左右就

建成， 是中国速度在抗击疫情中的一大

体现。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

人迈克尔·瑞安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提问时说， “中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所

做到的无疑令人瞩目。”

快速还体现在中国科研人员的工作

中。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阿

诺·丰塔内说， 中国科研人员 “做了非

常出色的工作”， 他们及时发现异常病

灶， 在短时间内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主席、 比利时鲁汶

大学病毒学教授约翰·内茨说， 在流感

高发季里， 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并确认

新病毒非常难得。

日本白鸥大学教授、 病毒学家冈田

晴惠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 中国

仅用约 1 个月时间就宣布发现新型冠状

病毒 ， “从科学角度来说这很厉害 ”，

速度不但不慢， 而是很快。

马来西亚知名病毒研究专家萨扎

利·阿布·巴卡尔说 ， 在应对传染病方

面， 信息共享十分重要， 且合作需要跨

越国界 。 “中国科学家发现这种病毒

后， 就立即与全世界分享相关信息。 得

益于此 ， 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诊断程

序， 做好准备。”

英国牛津大学医学专家特鲁迪·兰

教授也表示： “中国方面已经共享了他

们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研究报

告， 并且公布了病毒的基因组数据， 这

有助快速开发出精确的诊断检测技术以

及有效的疫苗。”

内茨说 ， 正是因为中国在疫情初

期做了大量工作并与世界分享 ， 才使

得欧洲国家得以有时间做准备 ， 从容

应对疫情。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日

前在非盟总部表示，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

面所作努力 “令人印象深刻”， 非洲疾

控中心也能够从中国获取疫情方面的最

新信息。

为控制疫情， 中国采取了隔离等措

施， 国际专家从这些措施中看到了果断

和勇气，表示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中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也是很有

勇气的决定，”德国莱比锡圣乔治医院传

染病中心首席医生克里斯托夫·吕贝特

在评价相关隔离措施时说，“如果能够严

格执行隔离措施，就可以阻断传播链。 ”

印度甘加·拉姆爵士医院医学部副

主任阿图尔·卡卡尔说， 中国在武汉等

地采取的一些措施及时有效， 必须是高

效的政府才能做到， 显示了中国对国际

社会的负责态度。

埃及卫生部长哈拉·扎伊德表示 ，

中国应对疫情采取的果断有力的防控举

措， 不仅有效保障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也为积极维护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带来了信心。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6 日在

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感谢中

国武汉民众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

一切， 有武汉人民的这种团结精神， 有

为彼此着想的心， “我们终会战胜这一

病毒”。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习近平同哥伦比亚总统互致贺电
就两国建交40周年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 月 7 日同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杜克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交 40 年

来 ， 中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 、 互利共

赢、 共同发展原则， 深化政治互信和务

实合作， 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向好发展势

头 。 2019 年 7 月 ， 杜克总统成功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

交流并达成重要共识， 为中哥关系长远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我高度重视中哥关

系， 愿同杜克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

交 40 周年为新起点， 共同推动中哥关

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杜克在贺函中表示，2019 年， 我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同习近平主席达成

多项新的共识，为双边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领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我

高度赞赏并衷心感谢中国通过双边合作

为哥伦比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我愿代表哥伦比亚人民重申，将继续

同习近平主席一道， 规划好两国关系下

一个 40 年的发展路线图，推动双边关系

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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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钻石公主”号上新冠病毒感染者升至61例

据日本 NHK 报道， 截至当地时

间 7 日中午， 停靠在日本横滨近海的

邮轮“钻石公主”号又确诊 41 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者， 至此该邮轮共确诊

61 例。

此次出现集体感染事件的邮轮是

日本的“钻石公主”号，为全球十五大

豪华邮轮之一 。 据轮船运营公司

Carnival Japan(东京)的官网显示，“钻

石公主”号可载客人数 2700 人，船员

及工作人员共 1100 人。 据了解，感染

事件发生时， 邮轮上共有 3711 人，其

中有 2666 名乘客和 1045 名乘务人

员。 船上乘客来自 56 个国家，其中一

半是日本人。

“钻石公主”号邮轮日前曾搭载过

一名中国香港乘客，该乘客于1月25日

在邮轮到达香港后下船， 后于2月1日

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邮轮

在途经香港后又前往越南等地，2月1

日停靠在那霸，2月3日晚游轮到达横

滨港附近后开始了大规模检疫。

由于船上出现了感染患者，“钻石

公主”号邮轮上逾 3700 人正在接受隔

离观察。从 2 月 3 日晚开始，该船就对

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及与确诊病例有

过密切接触的乘客进行了取样检测。5

日， 对 31 人的检测结果中发现 10 人

感染 ；6 日又出了 71 人的检测结果 ，

10 人确认感染；7 日确诊 41 人。 这些

患者已被送往神奈川县、东京、静冈和

埼玉等地的医院就诊。 另据日本厚生

劳动省消息称，邮轮上共有 22 名中国

人， 确诊的中国患者已被送进神奈川

县的医疗机构进行入院治疗。

日本政府决定对“钻石公主”号实

施 14 天的海上隔离措施。对于该邮轮

上发生的集体感染事件， 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呼吁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最好都

停留在客房内进行隔离， 以防扩大病

毒传染。 安倍表示，“在邮轮上有单独

的客房，大家最好能够都留在客房内。

我们要最优先保证船员和乘客的健

康 ， 同时尽全力防止病毒进一步传

播”。

厚生劳动省称，船内的约 3700 名

乘客及船员原则上要待在客舱中 14

天。 邮轮运营公司表示将免费提供电

话和网络供乘客联系外界使用。 而搭乘

包机返回日本的人员将在指定场所接受

12.5 天的隔离观察。

6 日，日本防卫省宣布，为向邮轮上

的乘客提供生活帮助， 将派遣自卫队员

上船服务。 近百名自卫队员将负责向不

能走出客房的乘客发放食品和生活用品

等。同时，自卫队方面还向船上派出 2 名

医生， 协助厚生劳动省加强船上乘客的

健康管理问题。 但是， 由于船上空间狭

窄，物资、药品等一时供应不足，不少乘

客抱怨船上生活不便。

据了解， 本月内预计还将有 3 艘邮

轮停靠日本。 安倍晋三在 6 日晚召开的

“新型冠状病毒对策本部” 会议上表示，

已经确认近日将停靠日本的从香港出发

的邮轮 Westerdam 号上可能有乘客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 日本政府将拒绝该船上

的外国乘客进入日本。安倍称，根据出入

国管理法， 日前已经做出拒绝符合一定

条件的外国人入境的决定。Westerdam

号上的外籍乘客如无特殊事由， 日本

政府将拒绝其入境， 此措施自 7 日零

时起生效。今后如遇同类状况，将采取

同样的措施。

同时， 安倍还要求内阁成员今后

在彻底贯彻强化预防对策的同时，还

要强化国内检查体制， 采取全面措施

预防病毒感染扩大。

（本报东京 2 月 7 日专电）

上海首次公布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场所
(上接第一版）

“前段时间，对查明的密切接触者都

已全部隔离医学观察， 对已有确诊病例

的小区都已告知当地， 并落实了相关措

施。 ”郑锦说。

奉贤一起家庭聚集性疫
情：5 人确诊 7 人隔离观察

在回顾前一阶段确诊病例的情况

时，郑锦介绍，目前本市发生的 45 起聚

集性疫情中， 家庭聚集性疫情有 38 起，

占 84%。

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一

起典型的家庭聚集性疫情 ：1 月 27 日 ，

奉贤区社区人员上门排查时发现， 有一

户人家中共有 4 人出现发热咳嗽等症

状。 经调查，家中儿子曾于 1 月 13 日至

17 日在武汉出差， 并于 1 月 19 日出现

乏力等症状，儿子、儿媳、孙女一家三口

曾于 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杭州探亲，此

后，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妹

妹 5 人被确诊， 孙女以及杭州的亲属共

7 人作为密切接触者， 目前正在进行隔

离医学观察。

郑锦提醒市民， 曾前往重点地区的

返沪人员应自觉接受隔离医学观察，避

免与他人进行接触； 如有重点地区来沪

的亲友， 应第一时间劝导其接受隔离医

学观察。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可以在家中

安排独立房间， 家庭内其他人员要做好

防护，避免近距离接触，家庭内要做好消

毒。 如无法做到在独立空间开展居家医

学观察， 可主动联系社区居委安排集中

医学观察。

另据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市卫健委

已会同医保等部门推出 10 条措施。 其

中，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

用治疗性药物”的门诊慢性病患者，经诊

治医师评估符合要求后， 最多一次性可

开具三个月用量的药品。 本市确保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和日常医疗

服务有序开展。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上接第一版 ） 中美双方可保持沟通 ，

加强协调， 共同防控疫情。

特朗普表示， 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愿派遣

专家前往中国， 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

方提供援助。 中方在极短时间内就建成

专门的收治医院， 令人印象深刻， 这充

分展示了中方出色的组织和应对能力。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人民毫

无疑问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

美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 美方

将本着冷静态度看待和应对疫情， 愿通

过双边和世卫组织渠道同中方保持沟通

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美双方不久前签署

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中美达成这样的

协议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

世界和平繁荣。 这充分说明， 尽管中美

存在一些分歧， 但只要双方本着平等和

相互尊重精神， 总能通过对话磋商找到

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希望美方同

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 坚持协调、 合作、 稳定的总基

调， 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一年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

特朗普表示， 美国愿同中方一道努

力落实好协议， 共同推进两国关系。

两国元首同意， 继续通过各种方式

保持密切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