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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批评对中国的批评，，将不得不偃旗息鼓将不得不偃旗息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之外迅速蔓
延，世界卫生组织11日宣布疫情在

全球构成“大流行”。为应对新冠病毒这
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越来越多的声音
在呼吁抛弃偏见，团结合作。须知，在
过去这段中国是“主战场”的时期，从
病毒名称到抗疫举措及社会制度，中国
均遭遇西方一些媒体及政客的持续攻
击，甚至眼下欧美疫情急转直下，他们
也要“甩锅”中国。《环球时报》记者近
日专访英国
剑桥大学政
治学与国际
关系系高级
研 究 员 、

“ 中 国 通 ”
马 丁 · 雅
克，听他从
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解读这一现象。

体制问题暴露？中国政
府应对这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远超任何西方政府

环球时报：有人将这一流行病视为
对不同政治制度的考验，还有声音批评
中国的体制，您怎么看“体制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从疫情一开始就
对中国有很多批评，现在仍然存在。你
可以看到、读到诸如“中国犯了一个很
大的错误”“这是政治制度的反映”等
文章。这一立场正在失去吸引力，因为
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显然非常有效。这
一立场没有意识到：第一，这是一个非
常大规模的疫情暴发；第二，起初中国
并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一种人类没
有接触过的全新病毒。显然，中国在最
初的应对上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们必须
记住，这是一种无人知晓的新病毒，可
以说中国是小白鼠。也正是因为中国，
他们知道了新的冠状病毒是什么，他们
不需要从头再来。

一旦中国政府意识到新冠病毒有多
危险，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后，中国
提供了一个应对这一局势的教科书级别
的处理方式。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这
类突发事件的能力远超任何西方政府。
中国的制度、政府在处理这样的重大挑
战方面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原因有两
个：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机构，能够进行战略思考并动员社会；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希望政府在这类
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遵循这一领导。

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全新的病
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会犯错
误。大多数西方国家，可能是所有的西
方国家，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准备不

足，尽管中国的经验为他们提供了很
多。他们太慢了，大大低估了病例数量。

环球时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
些政客将疫情政治化，攻击中国的政治
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您如何评论？

马丁·雅克：可耻！太不光彩了。对
于中国出现的严重医疗健康危机，完全
缺乏同情心是太多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反
应。他们将疫情当作用来打击中国的一
根大棒。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或明或

暗地鼓励了某种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
义，不仅仅是针对在中国的中国人，也
包括在海外的华人。因此，中国在这方
面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英国媒体上
有很多类似文章，他们只是把这场疫情
当作批评中国政府的一种手段。

这样的看法现在越来越陷入困境，
原因有二：首先，中国在以日益有效和
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应对疫情，世界卫
生组织大力赞扬了中国的贡献。事实
是，中国看起来控制住了局势。其次，
西方现在形势堪忧，我们会看到他们如
何管理，但根据目前的情形，我并不太
乐观。我们太慢，没有看到危险——太
多人认为这只是中国的问题。他们对中
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偃旗息鼓，甚至承认
必须向中国学习。

病毒是“中国制造”？任何
可以用来反对中国的东西都被
他们捡了起来

环球时报：《华尔街日报》之前的一
篇文章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
些欧洲媒体称病毒是“中国制造”。为何

会出现这样的言论？
马丁·雅克：将疾病与种族和民族关

联起来，可追溯到很久以前。艾滋病毒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被认为与同性恋
者和非洲人有关，被称为同性恋疾病。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所以并不新鲜。
古往今来，这一直是人们对疾病的反应
症状。不幸的是，它由部分媒体培养、
培育和鼓励，自然也让人们恐惧。

我另外想强调的是，自2016年前后

以来，西方对中国
的看法发生转变，
变得更加消极。整
体上，从大约 2000
年 到 2010- 2012
年，有一段时间，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因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让数亿人摆脱
贫困等而变得更加
同 情 。 但 那 种 情
况、情绪改变了。
为什么？很复杂，
我认为西方现在有

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它从未真正
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现在人们不仅
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而且认识到它的
崛起将是持久、长期的。中国将在世界
舞台上成为一个强大的玩家。事实上，
它已经是了。因此，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变得更加严厉，更加挑剔，任何可以用
来反对中国的东西都被捡了起来。

环球时报：您提到世卫组织赞扬中
国采取的措施，不过，有人质疑中国与
世卫组织的关系，认为这种赞誉是因为
来自中国的压力。

马丁·雅克：西方有些人对世卫组织
如此客观和同情中国感到恼火，他们指
责世卫组织与中国走得太近。你会支持
谁？世卫组织或特朗普这样的人？我认
为应该选择世卫组织，因为他们知道自
己在做什么、说什么。他们与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打交道。他们知道，
总体而言，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要比
富裕国家好得多。而且事实是，中国在
处理世界各地的卫生问题方面将非常重
要，在改善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方面有
很好的记录。

环球时报：《柳叶刀》杂志前不久发
表多国专家的联署声明，对中国科学
家、公共卫生和医学界人士抗击疫情表
示支持，谴责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
论。您对“人造病毒”有什么看法？

马丁·雅克：我们生活在阴谋论的时
代，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对世界的看法
都与现实有些脱节。这是假新闻的时
代，反科学的时代，所有本质上错误的
想法和偏见都可能滋生，而且正在滋

生。种族主
义在许多国
家抬头就是
例子。我自
己 的 观 点
是，当涉及
医 学 问 题
时，我会听

取科学家的意见。

疫情是“中国的问题”？现
在不是了

环球时报：世界政治格局将受到什
么影响？这场疫情，美国未显示出作为
超级大国的领导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马丁·雅克：我认为现在对可能的政
治影响做判断为时尚早。如果你只关注
流行病如何被政治化解释或利用，那么
在短期内，这与全球政治局势恶化的方
式完全一致，因为美英两国本质上利用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作为攻击中国及其
管理体系的手段，当然，考虑到流行病
的性质，这是一种新的方式，且让人很
不愉快。但你现在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开始改变。我认为，西方被迫撤退，因
为中国在疫情方面的行动取得了成效，
也因为现在西方越来越困扰于新冠病毒
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由于中
国如此成功地应对了疫情，看起来中国
将因其处理方式而获得很大赞誉。

世卫组织曾表示，中国已经展示了
如何应对，其他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
中国值得世界感谢。因此我认为，你已
经可以看到一种正在发展的局面，中国
从中获得了重要的公共关系信誉。

硬币的另一面是，整个疫情将如何
影响中美关系。例如，中美关系正在发
生什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可能会更加肯定事情的发展方向。美国
的反华情绪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
这一点在美国总统身上表现得非常明
显。但如果你看看民主党初选中的候选
人，即使是那些左翼人士也对中国怀有
敌意。因此，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关系将更加困难，不会被修补。中美在
贸易问题上暂时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科
技战争正在加剧。所以，我认为我们正
在走向一个分歧更大的世界。我认为，
这场流行病可能会起到推动这一进程的
作用。

环球时报：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城市治理和国际合作方面，这一流行病
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

马丁·雅克：我认为最大的教训将
是，疾病知道对它来说边界是不存在
的，它可以去任何地方。最初一些人的
反应说这是一种“中国病”，这完全是
胡说八道。现在，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
传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同一条船
上。我们必须相互学习，这是重大的人
道主义问题之一。我们都是人，我们有
同样的问题，我们都会生病，我们同样
害怕生病，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不是政
治问题的问题。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
题，因此需要合作、协作和齐心协力。

在早期攻击中国后，现在人们说我
们需要向中国学习，看看他们做了什
么，比如隔离，看看他们是如何控制局
势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互相学
习。直到最近，这场疫情基本上还被视
为“中国的问题”，但现在不是了，病
毒已经蔓延到所有地方。这一流行病有
可能将世界团结在一起，这是我对这场
疫情所能做出的最乐观批注。▲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被视为
2020 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

件，就疫情的一些最新情况，《环球时
报》记者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
里克·亚沙雷维奇。

环球时报：世卫组织多次发出警
告，称不要掉以轻心，为什么疫情最终
还是在许多国家蔓延，包括西方国家？

亚沙雷维奇：报告病例的国家越来
越多，我们深表关切，尤其是那些卫生
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新冠病毒对所有
国家都是威胁，不论贫富。正如我们之
前说过的，即使高收入国家也应保持警
惕。解决方案就是积极备战，对抗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说过，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表明，可以通过采
取普遍适用的措施来减缓病毒的传播并
减轻其影响。这些行动包括：通过全社
会努力来查找和治疗病人，追踪接触
者，使医院和诊所做好病例剧增时的处

理准备，以及培训卫生工作者。世卫组
织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做出努力，以有效
抑制病例数量增长并减缓病毒传播。不
采取控制措施，任由疫情蔓延，不应是
任何政府的选择，这不仅对本国国民造
成伤害，还会殃及其他国家。

环球时报：世卫组织多次积极评价
中国的努力，但西方一些人却说世卫组
织是屈服于中国压力。您如何评价？

亚沙雷维奇：我们对中国的评价是
基于明显、以科学为依据的事实。一、
强大的公共卫生能力：过去 20年，中
国在诊断、治疗和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卫
生事件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自“非典”
以来，中国的应对能力已经明显提高。

二、监测能力大大加强：中国已经
建立起强大的监测系统，包括对于流
感、肺炎和其他疾病的监测及报告，发现
异常患者等，世卫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与
中国合作建立起这一系统，中国最早在武

汉发现新冠病毒，也要归功于该系统。
三、将测序数据快速共享：中国

以最快速度向世卫组织及其他国家分
享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这可以帮助
阻止病毒传播到其他国家。

四、前所未有的反应：在中国境
外感染的患者人数相对较少，这是因为
中国政府为了遏制紧急情况、保护其他
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五、科学合作：中国积极加入世卫
组织的所有专家网络，包括扩大免疫规
划和卫生行动、临床管理、实验室网
络、治疗手段与疫苗研发等，并每天通
过这些平台分享其经验和知识，中国在
抗疫过程中，也欢迎由世卫组织牵头的
国际专家团队去中国提供支持。

环球时报：有人坚持认为新冠病毒
起源于中国，世卫组织有何看法？

亚沙雷维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此次新冠病毒与其他在蝙蝠中传播
的已知冠状病毒存在联系，确切地说是
菊头蝠的亚种。但病毒最早向人类传播
的途径暂时还不清楚。现在最可能的假
设是，一种动物在传播中扮演了中间宿
主的角色。中外专家都还在努力寻找这
种新型病毒的动物源头。▲

我们基于五点评价中国抗疫表现我们基于五点评价中国抗疫表现
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