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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这次
“热干面醒了！”
新华社 周润健

快彻底好起来了。”陈雨婷说。
记者注意到，在这幅新作品中，
“加油啊‘热干面’，你一定会好 “热干面”站在打开的窗后，左手拿着
起来的！”一幅“全国美食”为生病的
一朵樱花，右手冲着窗外的“美食小
武汉“热干面”加油的漫画作品 1 月
伙伴们”挥手。
30 日开始在网上悄然走红。3 月 25
“上一幅作品中，代表武汉的‘热
日，这幅漫画的作者、25 岁的天津女
干面’戴着口罩坐在病床上，正在接
孩陈雨婷推出了续集——
“热干面醒
受医护人员的问询。窗外聚集了一
了！”，
“全国美食”再次吹响“集结号”
群戴着口罩的‘其他地区美食’，他们
为
“热干面”加油助威。
看起来很伤感，对‘热干面’充满了担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忧；而在这幅新作品中，
‘ 热干面’站
让湖北武汉这座城市广受关注。两
起来了，头上冒着象征‘烟火气’的热
个多月以来，每一个“宅”在家里的武
气，打开了象征着‘隔离’的窗户，笑
汉人，承受着各种不便，甚至连走上
意盈盈地向‘美食小伙伴们’挥手致
街头吃一碗热干面都成了奢望。
意。这种探望是温馨的，是充满朝气
“ 从 1 月 23 日 武 汉 关 闭 离 汉 通
的。”陈雨婷解释说。
道，到 3 月 25 日武汉以外地区解除离
新作漫画一经发布，就在网络上
鄂通道管控，经历被按下暂停键的湖
迅速流传开来，引发网友点赞和评
北开始重新启动。此刻推出这幅新
论。
“广东早茶”
“重庆火锅”
“阳澄湖大
作品，就是想告诉大家，
‘ 热干面’就
闸蟹”
“陕西肉夹馍”
“兰州拉面”纷纷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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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储查尔斯
新冠病毒检测阳性
央视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5 日报道，英
国白金汉宫宣布，英国女王的儿子、王位第一继承
人查尔斯王储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白金汉宫的一份声明称：
“ 他一直表现出轻
微的症状，但身体状况良好，过去几天一直在家
工作。”
据报道，查尔斯王储的妻子康沃尔公爵夫人也
接受了检测，但没有感染病毒。他们现在在苏格兰
的家中自我隔离。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截至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上午 9 时，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8077 例，累计死亡 422 例。

送上祝福，祝福“湖北重启”。
“不同的
视角，相同的期待。”一位网友的留言
更是道出了全国人民的期盼和心声。

中国向意大利派出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奥运会推迟
东京拆除倒计时钟
3 月 25 日，中国第
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
专家组成员在相互整理
服装。
当日上午，14 名中
国专家组成的中国第三
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
家组乘坐包机从福建省
福州市出发。预计经过
十余个小时飞行后，专
家组将到达意大利米
兰，随即将奔赴意大利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线，为当地疫情防控工
作再添中国力量。
新华社 魏培全 摄

新华社 王子江

日本友城物资告急，江苏无锡10倍回赠
人民日报客户端
“ 致 丰 川 ：一 衣 带 水 ，源 远 流 长 ；
隔 海 相望，樱花满开；众志成城，战疫必
胜……”近日，这几句写在江苏无锡高新
区（新吴区）回赠日本丰川市的 5 万只口
罩物资箱上的话，
在微博上引起热议。
2 月上旬，日本丰川友城万里驰援，
向无锡高新区（新吴区）捐赠了 4500 只口
罩及防护服等抗疫防护物资，积极支援
无锡市的疫情防控。

自日本疫情爆发以来，无锡高新区
（新吴区）密切关注日本疫情最新形势，
多次与丰川市联系返捐事宜。
3 月 23 日下午，获悉丰川口罩库存
不足后，无锡高新区（新吴区）筹措 5 万只
口罩进行反向捐赠，3 月 24 日即由快递
公司分批寄出。
据悉，自疫情爆发以来，无锡高新区
（新吴区）通过各种形式，累计向株式会
社电装、韩华集团等外资企业总部捐赠
25 万只口罩等防疫物资。

海关对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严格实行“三查三排一转运”
新华社 刘红霞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宋悦
谦 25 日说，海关已向 12 个指定第一
入境点紧急调配专业人员，对进入这
些口岸的航班严格开展“三查三排一
转运”。
3 月 22 日，民航局、外交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移民
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所有目的
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均从天津、
石家庄、太原等 12 个指定的第一入境
点入境。

宋悦谦说，公告发布后，海关总署
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专业人员支援
有关海关一线，要求相关地方海关与
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密切沟通，结合各
口岸实际情况，完善工作方案，全力做
好应对准备。
他介绍，截至 3 月 25 日零时，天
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沈阳、上
海、大连、青岛、郑州、西安等 10 个海
关共对 38 架次航班严格开展“三查
三排一转运”，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对
发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症状
人员和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全

部按照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妥
善处置。
“三查”，即百分之百查验健康申
报、全面开展体温监测筛查、严密实施
医学巡查。
“三排”，指的是对
“三查”当
中发现有症状的，或者来自疫情比较
严重的国家或地区，或者是接触过确
诊病例、疑似病例的人员，严格实施流
行病学排查、医学排查以及实验室检
测进行排查。
“一转运”，指对
“三排”当
中判定的“四类人员”，一律按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落实转运、隔离、
留观等防控措施。

东京奥运会前一天正式宣布推迟一年后，由于
新的开幕时间未定，东京市政府 25 日起开始拆除
在很多地点设置的倒计时钟。
设置在东京市政府大楼前的倒计时钟最先被
拆除，而位于东京火车站前的倒计时钟将原来的倒
计时天数改成了当天的日期 3 月 25 日。
东京市政府一名官员透露，要拆除遍布在东京
很多地标建筑前的倒计时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位官员说：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来。”
倒计时钟正面是奥运会倒计时时间，反面显示
的是距残奥会开幕的时间。3 月 24 日奥运会宣布
推迟的那天，本来距离东京奥运会原来的开幕日期
7 月 24 日还有 122 天，距 8 月 25 日残奥会开幕时间
154 天。
不过，由于国际奥委会同意将明年的奥运会
仍然叫作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设立在东京市内的
很多奥运会标志不用更换，这样也节省了巨额的
费用。
当然比起场馆的续约、酒店的预订、赛程的调
整等等复杂的事务，拆除倒计时钟对于东京奥组委
来说应该是最容易完成的事情。从混乱中重新走
上正轨，东京奥组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韩警方公布聊天室
性奴役嫌疑人信息
新华社 包雪琳

韩国警方 25 日把即时通讯软件“电报”聊天室
性奴役案主要嫌疑人赵主彬（音译）移交检察机关。
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以涉嫌违反《关于保护
儿童和青少年不受性侵的法律》逮捕赵主彬，将他
拘押在首都首尔钟路警察署，25 日上午移交检方。
赵主彬离开警察署前向受害者致歉，感谢警方
制止他“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没有就所受指控作
出回应。
首尔地方警察厅 24 日召开身份信息公开审议
委员会会议，
决定公开嫌疑人姓名、年龄和肖像。
赵主彬现年 24 岁，涉嫌诱骗至少 74 名女性
（包括 16 名未成年女孩）拍摄色情影像，
胁迫受害者
把那些影像分享至他在“电报”软件设立的聊天群，
即所谓“n 号房”。
“n 号房”实行会员制，警方调查发
现大批会员为观看那些影像至少支付 150 万韩元
（约合 8633 元人民币），
经由加密数字货币付款。
去年 9 月以来，韩国警方共逮捕 124 名性奴役
嫌疑人，其中 18 人关联
“电报”
聊天室性奴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