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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
延，欧美一些国家形势相当严
峻。在本国疫情如此危急之时，
这些国家的一些政客，不集中精
力为本国抗疫出力，而是不遗余
力向中国“甩锅”，以种种无中生
有、匪夷所思的指责来污蔑中伤
中国政府和人民。他们的做法
让广大中国人民反感和气愤，也
让希望加强抗疫全球合作的国
际社会各界人士惊诧不已。

实际上，这些政客的心思
太偏太奇特，以至于越来越多
的本国民众甚至盟友们都看不
下去了。美国白宫高官纳瓦罗
日前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
时，妄图将美国疫情恶化的责
任推给中国和前任总统奥巴
马，电视主播怒斥其离题千里，

“浪费时间”。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不久前在七国集团外长会上
卖力兜售“武汉病毒”概念，也
遭到其他盟友集体抵制。

很多人不禁发问，这些政
客在自己国家疫情告急的时
候，还在抹黑打压其他国家，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偏
执？这是对自己国家民众的
生命健康负责的行为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国政府和人民以坚决有力的
行动抗疫，取得显著成效，也
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赢得了
宝贵时间。从与世界公开透
明分享信息到尽己所能支持
其他国家抗疫，中国为维护各
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尽
了最大努力。所有秉持公心
的国际人士，都真诚肯定赞扬
中国的努力，唯有少数西方政
客和媒体，或为政治私利，或
因傲慢偏见，仍在抹黑中国。

而这些“甩锅者”，为其本国
抗疫做了什么？又为全球抗疫做
了什么？仅就美国来说，早在1月
15日，美国疾控中心就发布了关
于新冠肺炎的警告，之后的两个多
月里，美方是否实施了有力措施防
控疫情？个别身居高位的西方政
客，为了自身种种政治目的，一度
刻意淡化疫情风险，误导民众，让
民众失去必要的警惕，致使疫情急

速蔓延，浪费了宝贵的窗口期。
面对这些事实，这些抗疫

不力、却卖力推责的政客们，是
否欠本国人民一个说法？如今
自己国家疫情大暴发，也让世
界多国面临较大输入性压力，
这些总在“挑刺”其他国家做法
的政客，是否欠世界一个解释？

在国际社会最需抗疫合
作的时候，这些政客却在极力
妖魔化他国，破坏国际抗疫合
力。他们从应有的国际责任
中退缩，对需要援助的国家口
惠而实不至。这一切，难道是
这些一向自诩“国际道义”的
国家和政客应有的作为吗？

毫无疑问，这些人在关键
时刻极力“甩锅”他国，也是为
了尽量避免自己因抗疫不力而
遭国内民众指责。殊不知，低
劣的谎言不仅无法抹黑其他国
家，反会让自己更加声誉扫
地。让自己免于民众指责的最
好办法不是花式“甩锅”，而是
不要再“浪费时间”，赶紧把心
思用到抗疫正事上。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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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
不断向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展开，各
地生产、流通与消费逐步恢
复，需求的声音也变得清晰。

需求在哪里，复工复产的
资源优先配置就到哪里。正是
倾听需求侧的声音组织生产，
才能让中国的口罩产量在一个
月里突破了亿级，才能让春耕
备耕中种子、化肥、饲料等农资
供应齐备，才能让企业用工、资
金、原材料供应中的“堵点”被
打通、“断点”能补上。

随着复工复产向多个领
域推进，精确掌握需求信息尤
为重要：有些地方不顾行业间

需求的差别，搞一刀切式的复
工复产，带来了一些隐患；有
的行业的风险敞口不同，受疫
情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市场
需求的方向出现差异。

如疫情导致钢铁、汽车等
行业库存上升，而医药、防疫
消毒用品及化工原材料等行
业则需求陡增。眼下，一些行
业去库存是当务之急，另一些
行业则需要增库存。不能只
盯着复工复产的统计数字，更
要看能否满足“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
吻合是检验复工复产成色的一
个重要标准。在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形势下，每一小时、每一

度电、每一笔资金都是宝贵的。
复工复产也需要根据市场需求
精准施策，避免粗放推进，最大
限度地减少冗员的聚集、物资的
浪费和资金的空转，努力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以
后经济转暖进一步夯实基础。

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扎
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将以前
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
来，将疫情防控催生的新型消
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这样一来，疫情冲击不会影响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需求
侧的声音却在复工复产的乐章
中更加嘹亮。 据新华社

复工复产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
□王亚宏

快放下“甩锅”的政治偏执
□郑汉根 恐慌性抢购粮油

没有必要
□ 李晓亮

热 点 评 论

细节处多着力
或能免“N次隔离”

□李晓亮

封 面 评 论

愚人节过了。段子，少很
多。当天最惹眼的，还是直播大
战。电商平台，精锐尽出。头牌
PK，针尖麦芒，各种破纪录。

围观者鼓唇摇舌，隔空叫
阵，品头论足，不亦乐乎。电商

“三国杀”，真正赢家，还是各平
台。特别疫期特殊，线下遇冷。
带货直播，更是值得下重注决生
死，背水一战，只能赢不能输。

直播一姐卖火箭噱头，就
引全网疯传；直播新手首秀，
中年老男人刮胡子，就能引数
百万人入直播间，数千万人次
围观，三个钟头成交过亿，也
说明民众心理放松下来。

生活重启，娱乐抬头。相
比头两个月沉重疫情消息，现
在多元需求，慢慢复苏。当时
与直播大战同引关注的，还有
一个极像“段子”消息：山东一
小哥，“倒霉”至极，买一赠二，
连续摊上三次“入境隔离”。

自述2月6号菲律宾回来，
居家隔离；期满出门，巧遇韩国
回来的邻居，再加一个隔离；二
次期满，亲哥新加坡回家，第三
回隔离。如属实，概率之小，或
能申请吉尼斯纪录吧？因太过
巧合，怎么看都像段子。

但，自发视频调侃，恰赶
着愚人节档期，又可视为应景
玩笑，本身“段子”似也不伤
人 ，所 以 ，大 家 并 未 不 太 在
意。而如要深究，比如媒体求
证，这个“三连隔离”在当下防
疫大势下，其实还是有不少值
得推敲的地方。所以，较真媒
体跟进发现“三次隔离”或不
能当真。当地防指证实，视频
所述与实情不符。当事人不
希望被报道，已将相关视频删
除。

三国入境，属实；居家隔
离，属实。只是各自归国日
期，为了戏剧性，做了“创作调
整”——后两次入境，相隔仅
两天，不会有连续三次完整隔
离，且邻家归国，与己无涉。

这非严谨新闻，作为段子，
无可非议。只是“段子”被当真，
大量转发，超出预期。既成为一
个热议事件，其实不妨作为一个
特殊防疫案例剖析。假设全部
为真，能否免去重复隔离？

其实，当地“3月之后严格
要求入境需集中隔离”。巧的
是，此例最后一位入境，刚好
卡着点 2 月 29 日回来。事发
地济宁泗水是山东外派劳务
基地之一，所在村基本家家户
户都有人出国。

相比其余早期一般居家
为主，此地如此特殊，显然需
主动作为，重点盯防。后知后
觉，被动防疫，不如提前应对，
集中隔离，“一劳永逸”。若防
控细节严密，或连创作“三连
隔离”段子的现实土壤都不存
在了吧，也就不会信以为真。

追涨杀跌，只买贵的不买对
的。抢购，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消
费心理学。当然就如电商生造
的网购节，线下商场促销季，直
播带货的限量抢购，“买到就是
赚到”，饥饿营销，没有购物需
求，也能生生创造出需求。

比如，罗永浩直播首秀，虽为
中年老男人，久经沙场，见惯大场
面，但直播带货头一次，不免各种
稚嫩青涩。饶是如此，凭着粉丝
基数和销售话术，一夜成交过
亿。直播新人，有此骄人战绩，除
自身影响力，更多还是电商带货
的民众接受度和市场成熟度。

民众只要从理性购物，切
换到剁手血拼模式，这时“买买
买”，已异化为一种攀比性心理
需求，而非与日常生活实际匹
配的购物需要。这些都是精巧
营销话术，和花式满减促销，营
造出的虚幻饥渴感。

买了，囤了，很多超出日常
需要的凑单货，或是想着以后
有时间就会看的书，瘦了就能
穿得进的未来励志型衣装服
饰，最终结果很多都是塑封都
没拆，就束在高阁，蒙尘多年。

这是消费社会下再正常不
过的日常图景。但，特殊时期，
还是会有另一番更疯狂抢购。
即囤买不为贪便宜，而是重回

“刚需第一”。比如，大灾大难，
市场瘫痪时，战略物资储备，就
成生存第一要务。

哪怕只是看灾难片，末世，
现金如废纸，资源抵一切。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震灾疫灾，全球大
灾，都会有一些紧俏物资，被疯
狂抢购。

比如，瘟疫时被传得神乎
其神的“特效药”，比如灾异时
期，市场失灵，特别是如此次波
及全球的大灾，交通切断，物理
阻绝，几乎“闭关锁国”贸易封
锁的战时状态，且有多国先示
限制或禁止主粮出口。

这时口粮问题，自然成为
市场焦点。股市反应，传导至
线下，各地一轮轮粮油抢购，越
演越烈。之前湖北黄石、黄冈
和鄂州等地出现抢购粮油现
象。当地紧急辟谣：口粮绝对
安全、百姓米面无忧。粮油库
存充足，能满足群众正常需
求。仅本地储备粮都可维持数
月、一年，现在复工复产，市场
恢复，全国统筹，自不会出现缺
油少粮。

湖北都能自给自足，外地更
是供应无忧。短期不会出现粮
油短缺，长期市场供应也早有应
对。恐慌抢购，中外皆同。外国
抢卫生纸，中国囤粮油，其实都
无必要。抢之前不妨想想当年
防所谓辐射抢的盐、醋可能都还
没消化吧，这次再过度囤积，吃
得消么？可能粮食变质过期损
失，都比部分涨价更大吧？

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面
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中国
和东盟相互支持、团结协作，
诠释着命运共同体的真意，也
为全球合作抗疫树立了典范。

今年2月，中国与东盟举行
的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上，
中国和东盟各国外长在开会前
共同上台，肩并肩手拉手，彰显
情同手足、共克时艰的决心。

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难的
时刻，东盟国家政府和人民迅速
捐款捐物，为中国加油鼓劲。东
盟国家领导人通过信函、电话，
向中国表示支持和共同抗击疫
情的决心。柬埔寨首相洪森特
意“逆行”访华，诠释了困难时期
相互支持的真挚友谊。

中国人一直秉持“投桃报
李”的价值理念。当前，中国在
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努力克服自身困难，向受疫情
影响的东盟国家提供援助。中
国抗疫医疗队先后抵达柬埔寨
和老挝，和当地医务人员并肩战
斗；中国援助的医疗物资源源不
断送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
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面对疫情，中国与东盟各
国共享抗疫经验，互学互鉴。
近期，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视
频会议，围绕检测手段、病例
追踪、防控措施、临床治疗、无
症状感染者等问题进行深入
交流。中国毫无保留地同东
盟各国分享防控、治疗经验。
菲律宾外长洛钦说，事实已经
证明，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是
正确有效的，菲方目前也在采
取中国业已实行的一些措施。

真诚的帮助，换来了诚挚的
谢意。柬埔寨网友用《刘三姐》

中经典旋律配上柬语歌词，送给
来自广西的援柬专家：“多谢
了！多谢中国的亲人们！就算
没有上好的饭菜，却有一首家乡
的歌送你们，送给我的亲人们”。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古
老的柬埔寨谚语为中国与东盟
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做着注
脚。回望过往，面对种种挑战，
中国和东盟始终秉持患难与共
的传统。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
还是汶川地震，无论是印度洋海
啸还是此次新冠疫情，中国和东
盟一直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菲律宾谚语说道，“扫帚之
所以结实，是因为棕榈叶被拧在
了一起”。面对新冠疫情这一人
类共同的敌人，中国与东盟正在
书写着命运与共的新篇。共同
走过磨难的经历，也必将使邻里
情谊更深。 据新华社

携手抗疫让中国东盟邻里情更深
□毛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