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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段“亚丁湾偶遇祖国战
舰”的视频刷屏网络，“深蓝号”帆船船长
韩啸与海军官兵的对话令人倍感温暖与
自豪。看完之后，我不由得想起自己作
为大庆舰舰员执行第 22批护航任务的
一段难忘经历。

那是2016年 2月 9日深夜，亚丁湾上
风浪骤起。熟睡中的我被舱室电话惊醒。
电话那头传来舰领导急促的声音：“江涛，
你立刻到会议室……”

当我匆匆赶到会议室时，发现大家
神情都十分凝重。舰领导告诉我们，编
队刚刚接到一艘中国渔船的求救电话。
有 5名船员受伤，其中一名伤情严重，危
及生命，请求医疗救援。听到这个消息
后，原本睡意朦胧的我，顿时紧张了起
来。时间紧急、人命关天，舰领导命令我
和刘承刚军医立刻做好救援准备。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就此开
始！指挥组人员制订航线，完善救援方
案；机电兵认真检查机器仪表，确保舰艇
处于高速航行状态；医务室内，我和刘军
医、卫生员 3人争分夺秒，准备医疗器材
和药品，探讨救治方案。

经过数小时的全速航行，第二天清
晨，大庆舰和渔船的距离一满足直升机
最远输送距离，编队指挥所便当即决
定，由直升机运送我们到渔船进行医疗
救治。在直升机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默
念着治疗方案，并不断完善突发状况的
处理预案。

一个多小时后，直升机抵达渔船附
近。渔船上作业设备多，多次盘旋、调
整角度后，直升机稳稳悬停，我们随即
开始索降。绳索摇摆不定，同胞危在旦
夕的处境，让我没有丝毫犹豫，果断进
行了索降。

简单检查后我们发现，由于肋骨骨折
叠加开放性气胸，一名重伤员失血过多、
呼吸急促，情况十分危急。于是，我们将

渔船的会议室紧急改造为临时救护所，对
伤员进行全身检查和伤口探查。经过紧
急止血、清创缝合以及抗休克等治疗后，
重伤船员呼吸状况明显得到改善，血压也
开始回升，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在抢救重
伤员的同时，其余4名伤员也陆续来到临
时救护所内，伤情同样不容乐观，我们马
不停蹄地对他们展开救治。

此时，千里疾驰的大庆舰成功同渔船
会合。渔船人员希望前往附近的阿曼塞
拉莱港，让伤员进入当地医院进行治疗。
出于安全考虑，编队指挥所决定，护送渔
船驶往塞拉莱港。在此过程中，我与刘军

医留在船上继续对患者进行观察治疗。
入夜，我在巡诊时突然发现一名伤

员出现了大量便血症状。“如果有内出
血，那情况可就糟糕了！”我的心一下提
到了嗓子眼。我和刘军医迅速对他进行
检查，每隔 15分钟为他测量一次血压。
所幸这名伤员的生命体征一直稳定，我
们揪紧的心也稍稍放松了一些。

2月 11日上午，渔船顺利抵达塞拉
莱港，船东公司将受伤船员转运至当地
医院，我们也返回了大庆舰。离开前，我
们为伤员留下了常用药品，交代了换药、
用药等注意事项，舰上还送来了大米、蔬

菜等物资……31 个小时、近千海里奔
袭，22个小时紧急救治，这场与时间赛
跑的生命救援战，至此方告一段落。

船员李斌感激地说：“祖国就是我们
的坚强后盾，海军军舰的到来，让我们强
烈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临行
前，渔民们在甲板上挥舞着国旗，高举
“感谢海军”4个大字。那一刻，看着他
们淳朴真挚的笑容，面朝迎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我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上图：救援行动中，机组人员戚德柱

往返于直升机与渔船之间。张海龙摄

为拯救中国渔船5名受伤船员，执行第22批护航任务的大庆舰与时间赛跑——

远程奔袭，打一场生命救援战
■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大庆舰军医 江 涛

新华社联合国7月11日电 （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安理会 11日通过叙利亚
跨境人道救援授权延期的 2533号决议，
决定将巴卜海瓦跨境点授权延期 12个
月至 2021 年 7月 10 日。中国、俄罗斯、
多米尼加在对决议草案的表决中投了
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作了
解释性发言。

张军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国际社

会应在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基础上，增加对叙利亚人民的人道援
助。中方鼓励相关各方同叙利亚政府
加强沟通合作，推动叙政府发挥积极作
用。

张军表示，中方一贯对跨境人道救
援机制持保留态度，但考虑到叙利亚境
内的实际情况，中方不反对跨境人道救
援授权延期，同时认为应根据形势发展

进行相应调整。
张军指出，多年非法制裁加剧了叙

利亚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导致民生凋
敝，无辜平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严重
削弱叙方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叙利亚问题特使
裴凯儒多次呼吁有关国家解除单边强
制性措施，并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
国支持。

张军表示，面对疫情冲击，解除单
边强制性措施对改善叙人道局势更重
要和紧迫。中方呼吁安理会正视这一
重要问题，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全面评
估单边强制性措施对叙人道局势的影
响。中方敦促美国立即解除对叙利亚
的单边强制性措施，停止对叙人民生
命和生活造成更大伤害，停止将人道
问题政治化和虚伪的政治作秀，用实
际行动体现负责任态度和人道主义精
神。

安理会 2014年通过决议，授权联合
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可跨越
边界线和冲突线，为叙利亚人民提供紧
急人道主义救援。安理会随后多次延
长这一授权。

安理会通过叙利亚跨境人道救援授权延期决议

喝消毒液防新冠病毒、拒绝佩戴口

罩、称99%的病例“完全无害”……新冠

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后，国际上屡屡出

现此类令人惊诧、违背科学常识的反智

言行，危及各国抗疫努力。一些出于政

治目的指鹿为马的反智言行尤其需要警

惕。

反智一般是指对科学观点和方法的

反对或敌意。面对疫情，科技是打赢防

控战的有力武器，反智言行的危害可想

而知。

某些反智言行是因为缺乏科学知

识。比如今年4月，受有关向体内注射

消毒液以清除新冠病毒的言论影响，美

国多人因为喝消毒液而被送进医院。经

美国多家医疗机构、消毒液生产商提醒

民众正确使用消毒液后，此类案例逐渐

减少。西方少数地方焚烧移动通信基站

的现象也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相信

5G通信网络能够传播新冠病毒。世界

卫生组织专门就此发布辟谣信息。对于

此类明显违背科学原理的反智言行，加

强科普就可有效遏制其危害。

还有一些反智言行来自文化因素的

影响，需要更大努力才能纠正。比如在

疫情之初，西方国家许多民众不愿戴口

罩，因为在其文化中，只有病重的人才戴

口罩。但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戴

口罩有助于防控疫情后，许多国家的民

众逐渐改变了观念，戴口罩成为一项重

要措施，如德国联邦政府日前就表示，支

持延续“口罩强制令”。目前，还有一些

地方没有重视戴口罩，这种涉及文化的

改变必然是个渐进过程。

另有一些反智言行则是出于政治目

的。比如在全球病例数最多的美国，进

入7月以来官方公布的每日新增病例数

连创新高，但有人表示这只是因为检测

量大，还说要通过放慢检测速度来控制

病例数增长。对这种掩耳盗铃的言论，

美国一些卫生官员都无法苟同。美国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布雷特·吉鲁

瓦尔表示：“我们相信近期病例是真正在

增加，因为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上升。”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

新数据，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300

万，累计死亡病例逾13万。面对如此严

峻的形势，仍有人称99%的病例“完全无

害”。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这种说法具有

误导性，“危险而不准确”。散播这种言

论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大众

对病毒的焦虑心理，通过淡化病毒的破

坏性和致命危险，遮掩抗疫不力的事实。

在国际上，同样出于将科学问题政

治化的动机，有人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和

全球科学界有关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

的普遍判断，反复宣扬新冠病毒是人造

生物武器等阴谋论。这种政治把戏严重

干扰了国际合作抗疫的大局。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

于一些打“反智”牌的政客，仅靠科学知

识也许无法使其改弦易辙，但人们必须

保持高度警惕，用事实有力揭穿其言其

行的欺骗性，坚决不给他们危害大众的

机会。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黄堃）

警惕国际抗疫中的反智言行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7月2日

发表声明，对中国军队在西沙群岛有

关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妄加非议，指责

中国在南海实施“军事化”。3日，美

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正派出两艘航母

和数艘战舰前往南海进行军演的消

息。媒体称，这是美国海军今年最大

规模演习，也是美军2014年以来首次

在南海举行双航母战斗群演习。

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

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军队在西沙群岛

有关海域进行军事演练，是中国主权

范围内的事，正常且正当。多数域内

国家都能正确看待中国军队正常的演

练。

然而，作为域外国家，美国一边无

理指责中国在家门口进行的正常军事

演练，一边却不远万里跑到南海进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到底谁在南海实施

“军事化”，谁在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情

况一目了然。美国的“双标”言论掩盖

不了其推动南海“军事化”、破坏南海

和平稳定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美军长年累月频繁派出

军舰和战机进入南海大搞名目繁多的

军事演习和巡航活动，炫耀武力，甚至

派出舰机闯入其他国家海空域开展抵

近侦察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侵

犯沿岸国主权安全，破坏南海的和平

稳定和良好秩序，这才是影响南海局

势稳定的根本原因。

今年以来，美国国内因为防控不

力而导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包括航

母在内的美军部队也遭受疫情严重冲

击，军队新冠肺炎病例居高不下，但美

军高层依然抱着冷战对抗思维不放，

念念不忘搞所谓的“大国竞争”。美军

不顾疫情扩散的危险和官兵尚未痊愈

的现实，坚持派出航母、驱逐舰、轰炸

机等兵力窜入南海，显示其军事存在，

耀武扬威，寻衅滋事。国际社会看得

非常清楚，美国才是南海地区和平稳

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此，中国拥有

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坚定维

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

力于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

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始终致力于同东

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

力下，南海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断推进。中国

与东盟国家就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共

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达成了一系

列双边协议和地区共识，构成了南海

地区规则和秩序的重要根基。美国应

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

力，尊重地区国家根据国际法确立的

地区规则和秩序，停止在南海地区的

各种军事冒险和挑衅行为，停止以任

何形式、任何借口威胁南海沿岸国主

权和安全、破坏地区规则和秩序、扰乱

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

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

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假借航行与飞

越自由之名，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

全。中国人民信理不信邪，不惹事也

不怕事。中国人民决不会屈从于任何

外国的武力威慑与胁迫。任何外国不

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

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军队

将继续坚定履行防卫职责，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在南海

的军事挑衅行动注定徒劳无功。

（作者单位：海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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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 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在其网站上刊
文说，近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接
连刷新纪录，死亡曲线又开始抬头，这意
味着美国在新冠疫情困境中越陷越深，无
法指望这一噩梦在未来数月中结束。

文章说，联邦政府充满幻想，执意认
为美国抗疫工作领先世界，但官员们自
相矛盾、含糊其词、迷惑混乱，他们本应

该为美国走出疫情指明方向。
文章说，美国现在并没有大规模检

测和追踪的综合能力，无法标记和隔离
疫情暴发中心，可即便如此，联邦政府仍
在推动重启校园，由于对外释放的信息
不一致，这些尝试已经沦为一场闹剧。

文章还说，新冠疫情是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本土危
机，已持续数月，但人们还在为戴不戴口

罩争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似乎是唯一“有答
案”的联邦政府官员，但被禁止接受主流
媒体采访，美国领导人自己在电视台黄
金档露面时却更多谈论政治和选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
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1
日傍晚，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32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3.4万例。

美媒报道：美国深陷新冠疫情困境难以自拔

7月10日，在位于哈瓦那的古

巴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内，科研人员

展示一款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的应急

呼吸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2日电 （记
者鲁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 12日表示，
当今国际事务中积攒了很多不确定性，
因此需要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峰会。普京当天在俄罗斯电视节目
中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需要持
续关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问题，召开
峰会将是有效的。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安理会的其余
四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峰会召开表示了参
加的兴趣。俄外交部将与有关各方商定
议程后，确定峰会举办的日期和地点。

普京重申应召开联合国

安理会五常峰会

据新华社柏林7月11日电 （记者
张毅荣）德国联邦教研部长安雅·卡利切
克日前对媒体表示，德国计划在 2021年
建成该国首台量子计算机。

卡利切克说，这将是一台实验性的
计算机，但在 5到 10年后，相关新技术可
以应用在工业领域。

德国计划2021年建成

该国首台量子计算机

新华社莫斯科7月10日电 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 10日说，俄罗斯准备与
美国讨论限制新型武器问题。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拉夫罗
夫当天在莫斯科参加一场研讨会时说，
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角度出发，俄罗
斯准备与美国讨论限制新型武器问
题。尽管新型武器不在《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限制之列，但从削减战略武器
角度考虑，新型武器可以作为俄美讨论
的话题。

俄外长说俄准备与美

讨论限制新型武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