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国际】08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9年 3月 7日·星期四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担当

“伦敦病人”治疗成果为攻克艾滋病带来曙光

巴基斯坦说驱离印度潜艇

比利时班什狂欢节迎来高潮

美国载人版“龙”飞船即将返回地球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新旧风险挑战不断呈现。
在这样的变局中， 屹立在世界东
方的中国， 坚守着自己的发展道
路， 秉持着兼善天下的情怀， 展
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

自信坚定， 让中国道路
稳健向前

2019年全国两会已拉开帷
幕， 再次成为外媒观察中国发展
前景的重要窗口。 “中国经济前
景看好。 这是中国增强经济应变
能力的生动体现。” 西班牙 《国
家报》 不久前发表文章， 对中国
新一年发展形势作出如此判断。

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
二位，全球占比继续提高。第一大
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
大外汇储备国、6年来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8000多万……中国发展进
程中的诸多亮眼成就， 带给中国
人民持续开拓前行的强大信心。

20世纪以来， 在走向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上， 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 以坚定的自信心和强
大的行动力， 吸收世界优秀文明
成果， 开拓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外国研究者总结出中国持续
稳步发展的“密码”所在：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的崛
起是一个 “新现代化模式” 的崛
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认为， 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被
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

自信坚定地行进在中国道路
上， 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稳健发
展的正能量， 是百年变局下的中
国担当。

敞开胸怀， 让世界共享
中国机遇

今年年初， 美国特斯拉公司

首个海外超级工厂在中国上海开
工建设 。 从签订协议到破土动
工， 仅仅用了5个多月时间。 特
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感
叹道， 很难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完成开设一家汽车工厂的全部
程序。

中国扩大开放的诚意和措
施， 正在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落
户中国。 在贸易保护主义逆风扰
动全球的情况下， 中国始终坚定
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向世
界各国打开机遇共享的大门。

如今的中国， 是各国企业拓
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 制定实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在
金融、 交通、 汽车等22个领域推
出开放措施……中国扩大开放的
新措施持续落地。 中国从去年开
始， 每年举办一次国际进口博览
会， 以行动展现支持贸易自由化
的决心。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
格·布伦德认为,中国致力于推动
国际贸易的努力 “对于全球经济
增长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 倡议已成为当
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
台， 为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带来巨
大机遇。 无论沿线国家处于什么
发展阶段， 有着何种社会制度，
倡导开放包容、 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 “一带一路” 建设， 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参与方共襄盛举。

坚持普惠共赢， 携手广大发
展中伙伴共同发展， 是中国作为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不懈的
行动 。 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 为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参加
进博会提供便利等诸多行动， 见
证了中华民族扶弱济困的古道热
肠和包容发展的广阔胸襟。

中国智慧， 让全球治理
和合共生

在这个被国际舆论惊呼为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全球治

理前路在何方？
中国从全球共同福祉和人类

历史演进的高度出发， 提出完善
全球治理的诸多主张， 并为之付
出切实行动， 彰显出和合之力。

中国旗帜鲜明地维护多边主
义。 从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
推动各国联手应对气候变化， 从
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到
大力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中
国以坚实行动捍卫多边主义。

“中国将国家利益与地区和
全球利益相对接， 构建起一个更
包容、 民主、 开放、 创新和高效
的多边世界的理念， 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广泛响应。” 西班牙 《对
外政策》 双月刊如此评价。

中国致力于推动以和平协商
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从积极
参与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
程， 到推动伊核、 叙利亚、 阿富
汗、 也门等热点问题磋商， 中国
一贯主张以和平、 对话、 磋商替
代武力、 冲突、 对抗， 解决国际
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 赢得国际
“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 “点赞”。

中国始终不渝推动建立更加
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不论是在
中东还是拉美， 面对国家间的分
歧摩擦和其他地区热点问题， 中
国一贯从事情的是非曲直出发，
不拉偏架 ， 说公道话 ， 做公道
事， 为消弭冲突和分歧提供公平
公正的建设性方案。

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倡
议和方案，蕴含着整体观念、长远
思维、和合思想，与悠久的东方智
慧一脉相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赞赏中国 “对构建一个更加平
等、和谐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倡导和合包容， 努力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是百年变局
下的中国担当。

乱云飞渡，我自从容。变局之
中不变的，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 是为
全球福祉贡献智慧力量的情怀和
担当。 据新华社

时隔多年， 研究人员终于在
另一名艾滋病感染者身上看到治
疗艾滋病的曙光———一名被称为
“伦敦病人” 的患者经干细胞移
植治疗后病情持续缓解， 有望成
为全球摆脱艾滋病病毒的第二名
成年病人。 尽管研究人员表示目
前还不能说他已被治愈， 但相关
成果或许能为学术界指明未来艾
滋病治疗研究的发展方向。

迄今唯一一名被学术界公认
“治愈” 的艾滋病患者是 “柏林
病人” 蒂莫西·布朗。 布朗同时
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 2007年在
柏林接受放射疗法和干细胞移
植， 后来两种疾病均消失。 但此
后对其他多名患者开展的类似尝
试都未获成功。 时隔10年， 来自
伦敦大学学院、 剑桥大学、 帝国
理工学院等的学者 5日在英国
《自然》 杂志报告了他们治疗艾
滋病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英国男性患者2003年被查出感
染艾滋病病毒， 2012年开始接受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同年又
被查出患霍奇金淋巴瘤 。 2016
年， 该患者接受化疗和造血干细
胞移植， 此后持续进行了16个月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当他体

内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后， 治疗
团队和病患决定停止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治疗。 在停止这种治疗后
的18个月里 ， 他的病情持续缓
解。 虽然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说他
已经治愈还为时尚早， 但这一结
果已经让团队非常鼓舞。

被一些学者称为 “伦敦病
人” 的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
当年的 “柏林病人” 都接受了涉
及干细胞移植的疗法。 两人接受
治疗的一个共同点是， 干细胞捐
赠者的CCR5受体出现一种罕见
变异， 可使人体对艾滋病病毒产
生抵抗力， 使它无法进入宿主细
胞。 CCR5是艾滋病病毒攻击人
体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研究人员
认为， 通过干细胞移植将免疫细
胞置换为没有CCR5受体的细胞
可能是停止治疗后病患体内艾滋
病病毒没有回弹的原因。

为治疗癌症， 两人还分别接
受了放疗和化疗。 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有助于消灭艾滋病病毒。
但这两个病例的治疗过程也存在
明显差异———“柏林病人 ” 接受
了两次移植， 同时接受了全身放
疗； “伦敦病人” 仅接受一次移
植和相对温和的化疗， 没有接受
放疗。 研究人员认为， “伦敦病

人” 的经验可能更好推广。
报告主要作者、 伦敦大学学

院的拉温德拉·格普塔教授说 ：
“通过利用类似疗法让第二名患
者的病情得到缓解 ， 我们证明
‘柏林病人’ 并非异常个例。” 格
普塔表示， 团队将继续研究能否
通过基因疗法敲除艾滋病病毒携
带者的CCR5受体。

团队表示， 化疗能有效抑制
艾滋病病毒的原因是它会杀死分
裂中的细胞。 鉴于化疗的毒副作
用， 上述治疗方案并不适合用作
标准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手段， 但
它为研究人员找到能彻底清除艾
滋病病毒的治疗策略带来希望。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谨慎对
待这一成果。 帝国理工学院的萨
拉·菲德勒教授评价说， 尽管新
成果很有意义， 但还无法推动这
个领域的研究显著超越 “柏林病
人” 的发现。 他认为 ， 报告中
患者所接受的疗法并不安全 ，
至少 “肯定不适合作为一种方
案推荐给那些使用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并取得不错疗效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

尽管如此 ， 围绕如何利用
CCR5， 研究人员看到了未来实
现更大突破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3月5日是2019年比利时班什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也是高潮部分。起
源于中世纪的班什狂欢节寓意辞旧迎新， 并于2003年11月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班什当地居民打扮成 “憨人”“水
手”“农夫”“小丑”等形象，和游客一起参与狂欢。 “憨人”是吉祥与快乐
的代言人，也是班什狂欢节最具标志性的形象。图为在比利时南部小镇
班什，当地居民装扮成“农夫”形象参加狂欢节。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军方5日
说， 巴海军舰艇4日晚间监测到
一艘企图入侵巴领海的印度潜
艇， 随后成功将其驱离。 印方对
这一说法予以否认。

巴三军新闻局发表声明说 ，
这艘印度潜艇试图从巴南部海域
进入其领海， 但巴海军监测到该
潜艇位置， 并采取行动迫使其撤
回了印度领海。

巴海军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
中说，巴海军将继续保卫本国海疆，
也有能力对任何侵犯进行反击。

印度海军随后发表声明， 指
责巴基斯坦 “散布错误信息 ”。
印度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巴方发布的相关视频是根据2016
年11月的一段视频篡改的。

2月14日， 印控克什米尔地
区发生爆炸袭击， 至少40名印度
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身亡。 印
度指责巴基斯坦与此次袭击 “有
关”， 巴基斯坦则抗议印度 “无
端指责 ”。 双方关系骤然紧张 ，
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地面和空
中冲突。

印度否认这一说法

新 华 社 电 在 美 国 载 人 版
“龙” 飞船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
接 后 ， 空 间 站 的 3名 宇 航 员 5
日 恢 复了正常作业 。 按计划 ，
“龙” 飞船将于8日脱离空间站返
回地球。

据美国航天局的消息， 空间
站中 2名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
大的宇航员5日与 “龙” 飞船控
制中心团队讨论了飞船运行状
况， 并向设计建造飞船的企业工
作人员介绍了他们对 “龙” 飞船
的印象。

按照设计， 载人版 “龙” 飞
船可在空间站停留210天， 但这
次执行试飞任务的 “龙” 飞船只
在空间站停留5天， 定于8日脱离
空间站返回地球， 落入大西洋。

“龙 ” 飞船由美国私营企业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设计建造， 货
运版 “龙” 飞船已多次执行空间
站送货任务， 载人版 “龙” 飞船
2日首次试飞， 3日成功与国际空
间站自动对接。

本次试飞不载人， 飞船上只
载有一个假人以及约180千克的
补给和设备。 假人头部、 颈部和
脊柱等处装有传感器， 用于收集
飞船飞行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这次试飞旨在验证载人版
“龙” 飞船安全运送宇航员往返
国际空间站的能力， 是美国在航
天飞机退役8年后迈出的恢复载
人发射能力的关键一步。 按照美
国航天局的计划， 本次试飞成功
后， 载人版 “龙” 飞船将于今年
7月进行首次载人飞行， 将2名美
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波兰暂不考虑加入欧元区
新华社电 波兰总理莫拉维

茨基 5日说 ， 波兰政府的首要
任 务不是加入欧元区 ， 而是让
本国居民的收入提高到西欧国家
水平。

莫拉维茨基当天在接受波兰
国家电台采访时说， 采用欧元得
不偿失， 使用兹罗提更有利于保
证民众的富足生活， 波兰政府的
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收入。 他以
邻国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为例说，
使用欧元导致上述两国物价上

升， 因此很多边境地区的居民都
选择到波兰购物。

波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 2018年波兰经济增长5.1%，
是欧盟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
今明两年波兰经济增速预计将放
缓至3.5%和3.2%。

波兰2004年加入欧盟， 至今
仍使用本国货币兹罗提 （1美元
约合 3.8兹罗提 ） 。 欧盟数据显
示， 2017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约为1.37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