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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潘
洁、郑明达）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2日
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
致辞。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
在除夕进行了首次通话，一致认为中美
要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要彼此
坦诚相待，不搞冲突对抗；要畅通沟通渠

道，推进交流合作。这次极为重要的通
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
向。

王毅说，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
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
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
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希望美
方顺应历史潮流，看清世界大势，摒弃各
种偏见，避免无端猜忌，推动对华政策回

归理性，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出

四点建议：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内政；
加强对话，妥善管控矛盾分歧；相向而
行，重启两国互利合作；扫除障碍，恢复
中美各领域交流。他表示，希望双方共
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尽快回
归健康发展的航道，驶入海阔天空的美
好明天。

王毅在“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上发表致辞

西非，塞拉利昂，闪耀着一抹“巾帼
红”。防控疫情、救治病患，来自解放军
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的陈
威巍，已在这个大西洋沿岸的国度坚守
了600多个日夜。

2019年 6月，陈威巍主动请缨，作为
临床检验技术专家远赴塞拉利昂执行为
期 1年的第 4批医疗援助任务。此行前
她并未想过，这次任务会持续如此之久。
“快把他找回来！”一次血液检验中，

陈威巍发现一位当地患者的血小板计数
很低，已产生了严重的急性肾功能损
害。多年的行医经验让她警觉起来，马
上进行了疟原虫镜检，结果发现患者外
周血中疟原虫计数已经高达 30万个/微
升。“这是重症疟疾，必须马上救治。”此
时，那位本以为自己只是患有伤寒的患
者已离开医院。在陈威巍的提醒下，当
地医生立即找回这名患者进行抗疟治
疗。所幸治疗及时，最终成功挽回了患
者生命。

疟疾、埃博拉、霍乱……塞拉利昂传
染病高发，医疗系统抗风险能力比较薄
弱。为帮助塞军提高大规模传染病防控
救治能力，从 2017 年起，中国军队开始
为塞军援建热带传染病防控中心。作为
临床检验技术专家，陈威巍发现塞医疗
技术水平受制于临床实验室检测水平
低，有的临床实验室内连普通的检验仪
器都没有，有时连蒸馏水都得不到保障。

面对当地条件十分有限的医疗环
境，陈威巍带领同事着眼现有设备进行
实验室改造，冰箱散热烘片机、墙式染色
滴瓶等一批能迅速提高医治效率的小物
件不断得到临床应用。除此之外，她还
联系国内信息专家组成攻关小组，建成
塞国唯一的实验室信息系统，不仅解决
了当地医生手写化验单不规范、易出错
等问题，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同时也避免
了检验报告传递时的污染风险。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塞拉利昂不甚完备的医疗系统雪
上加霜。有时，由我国援建的防控中心
1天就能收到近百份待检测样本，每月
新收治患者超过50名，且重症率很高。

撰写新冠患者样本采集、转运、处理
工作流程、组织工作人员反复演练……
疫情发生后，中方专家组全力投入到当
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之中。面对医疗物资
供应紧张、重症患者感染风险高、防护条
件极其有限以及塞方人员经验缺乏等困
难，陈威巍和同事们积极协助当地卫生

部门筹集物资，并结合国内国际疫情防
控经验，研究制订新冠重症预警检测机
制，积极研判疫情走向，呼吁民众减少聚
集、加强防护……

当地疫情吃紧时，陈威巍和同事们
每天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进行高强
度的连续工作。在高温天气下，每次检
验工作结束，陈威巍都是全身湿透、几近
虚脱。同时，她和同事们还建立了临床
数据库和样本库，为塞国疫情防控和精
准救治提供第一手依据。

2020 年 11 月，已延期 5个月的第 4
批援塞军医专家组准备归国。在送行会
上，塞拉利昂国防部长动情地说，中国军
医组为塞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作出了巨大
贡献，尤其是在帮助塞拉利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巍，我支持你！别看我现在已经

82岁了，我也一直坚持出门诊、治病救
人。我们就比一比，看谁救治的病人多！”
“威巍，作为丈夫我并不想让你去吃

苦。但作为军人，我能够理解你的责任

与使命，我支持你的决定，同时也为你感
到骄傲！”

临行前，父亲与丈夫的话语一直藏
在陈威巍的心底。离家近 2年来，她将
对家人的思念转为对使命责任的无限忠
诚，将无限深情留在了塞拉利昂人民心
中。为保持疫情防控工作连续性，陈威
巍再次请战执行第 5 批援助任务。如
今，她作为第 5批援塞军医专家组组长，
仍然奋战在塞拉利昂。

上图：陈威巍（右二）在当地辅导塞

方检验人员进行疟原虫计数。

郑俊杰摄

闪耀西非的“巾帼红”
——记我第5批援塞拉利昂军事医学专家组组长陈威巍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记者 戴 欣 通讯员 张鞠玲

日前，白宫宣布将由美国防部长奥

斯汀牵头，对美军部署进行全球态势评

估。评估期间，暂停从德国撤军计划。

去年7月29日，美国以德国不增加

防御开支、拒绝终止与俄罗斯合作的“北

溪-2”项目为由，宣布将撤出1.2万名驻

德美军，除一部分转移到意大利、波兰等

其他北约国家外，其他美军返回美国，今

后再考虑重新部署至欧洲。

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对上届政府

诸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而暂停从德

国撤军的决定，除了表明与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的政策进行“切割”之外，还有深

层次的考量。

一方面，近年来北约在欧洲安全格

局中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对于美国

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作为欧洲和大西

洋区域最大的安全组织，北约仍是欧洲

地缘政治的“重量级玩家”。在2008年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爆发后，北约与

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以及接踵而至的乌克兰冲

突，让北约与俄罗斯双方陷入军事对峙，

北约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进一步强

化。而欧盟在德法两国带动下不断增强

防务和战略自主性，更让美国认识到通

过北约重新掌控欧洲的紧迫性。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从德国

撤军的决定，并不是为了废止或者疏远

北约，而是借此向欧洲盟国施压，迫其就

范。部分驻德美军在波兰等国重新部

署，既表明美国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

做法，也表明撤军问题可在北约内部得

到解决。

另一方面，停止从德国撤军，成为拜

登政府修补美德关系以及跨大西洋关系

的一个重要抓手。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出

发，拜登政府必然重回精英政治治理模

式，在国际事务中更加重视盟友的作用。

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进行反思和

回调，纠正对德政策继而修复和重塑跨大

西洋关系，便成为其优先任务之一。

然而，拜登政府的这一决定，并不意

味着驻德美军会马上恢复到原来的规

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在共和党

和美国国内拥有众多支持者，这就决定了

拜登不会以极端方式否定特朗普的所有

内外政策，以免在美国政府与议会、民主

党和共和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形成新的

对立与对抗。因此，拜登政府很可能采取

某种渐进方式，逐步平息和消除德国的

“误解”，让美国对德政策重回正轨。

还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拜登不赞成

特朗普撤出驻德美军的举动，但这并不

等于拜登同意德国继续保持低防御开支

水平，亦不等于同意德国与俄罗斯毫无

顾忌地展开合作，更不等于默认德国与

其他欧洲盟国在欧洲事务中将美国置于

某种边缘地位。不久前，德国政府为“北

溪-2”海底输气管道项目颁发新许可

后，美方旋即针对参加该项目的一家俄

罗斯企业及其铺管船“福尔图娜”号实施

制裁。

可以预期的是，拜登政府将充分利

用撤军问题，保持对德国的施压力度，在

确保美国外交颜面的前提下修复美德关

系，在确保跨大西洋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上使美国的利益诉求得到最大满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除了与上届政府政策进行“切割”之外，美暂停从德撤军还有深层次的考量——

暂停撤军能否修复美德关系
■许海云

阿富汗军方击毙至少
1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新华社喀布尔2月22日电 （记
者史先涛、陈鑫）阿富汗国防部 22日
发表声明说，阿军方 21日晚对南部坎
大哈省的塔利班据点展开打击行动，
击毙至少 10名武装分子，其中 4人为
外籍。

声明表示，在坎大哈省阿尔吉斯坦
地区展开的这场行动中，军方还摧毁了
塔利班武装分子设在该地的一座制造
炸弹、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的工厂。

塔利班方面尚未对军方的声明做
出回应。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于 2020年 9
月 12日在卡塔尔启动和平谈判，因分
歧众多，谈判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双
方冲突也一直未停止。塔利班武装分
子频繁袭击军队、警察、官员以及政府
机构，而政府也一直没有放松对武装
分子的打击。

福岛近海捕捞的一种鱼
放射性物质超标

据新华社东京2月22日电 （记
者华义）据日本媒体报道，22 日从日
本福岛县近海捕捞的一种鱼被检测出
放射性物质超标，这是时隔约 2年再
次发现福岛近海捕捞的鱼放射性物质
超标。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当天报
道，此次被检出放射性物质超标的是
一种学名为“许氏平鲉”的黑鱼，是当
天在距离福岛县新地町海岸约 8.8公
里、水深 24米的渔场捕获的，经检测
其体内的放射性铯含量达到每千克
500 贝克勒尔，日本对食品中放射性
物质含量的标准是不超过每千克 100
贝克勒尔。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
会已暂停这种鱼上市销售。

福岛县已从去年 2月 25日起全面
解除了捕捞鱼类的上市限制。目前尚
不清楚此次近海鱼放射性物质超标是
否受近期福岛附近海域地震影响。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
温馨、孙楠）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2
日说，截至 2月 21日，中方已向非洲的
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援助疫苗，下一
步，将向 19个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
疫苗援助，未来还将向更多非洲国家
援助疫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当
地时间 1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尼
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上称，欧美
应立即向非洲运送足够的新冠疫苗，
否则非洲国家将转向从中、俄采购疫
苗，这会导致西方力量成为虚化的概
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方欢迎并支持法国

等欧美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助
力非洲国家战胜疫情。

汪文斌说，中方向有关非洲国家
援助和提供疫苗，是中非传统友好的
生动体现，也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宣示的具体
行动。“我们也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获
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
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的非洲国家出口疫
苗。”

汪文斌说，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
作，目标是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
品。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根据非方需求向其提供支持与帮
助，携手共同战胜疫情。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将向更多非洲国家援助疫苗

据新华社波哥大 2月 20日电

（记者高春雨）首批由中国科兴公司生
产的新冠疫苗 20 日下午运抵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哥总统杜克、副总统
拉米雷斯等政府官员以及中国驻哥大
使蓝虎前往迎接。

杜克在疫苗接收现场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哥中两国通力合作
确保疫苗快速抵达，让哥伦比亚“欢
欣鼓舞”，这批疫苗将挽救更多人生
命。

蓝虎表示，防疫合作是中哥合作
重点和优先领域。中方高度赞赏哥政
府抗击疫情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努力，
相信中国疫苗将发挥积极作用，挽救

更多生命，助力哥民众早日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

哥卫生和社会保障部 19日说，首
批抵哥中国疫苗中的一部分将运至南
部与巴西接壤的亚马孙省、沃佩斯省
和瓜伊尼亚省使用。余下部分将在全
国范围分配，提供给一线医务工作者
及养老机构80岁以上老人。

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本月初正
式授权在该国紧急使用科兴疫苗。哥
伦比亚 17 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根据哥 2021 年全国疫苗接种计
划，医护人员、老人、基础疾病成年患
者和中小学教师等群体将优先接种疫
苗。

首 批 中 国 新 冠 疫 苗 运 抵 哥 伦 比 亚

编 者 按

近年来，中国军队陆续派出一
批批医疗队或医疗专家组，到相关
国家支援当地卫生事业。在遥远
的异国他乡，面对文化差异、传染
病高发等诸多挑战，我军医务人员
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积极为当地军民提
供医疗服务，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
的病人，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即日起，本报将刊发一组“援
外医疗战场上的中国军人”，通过
讲述我军医务人员的援外故事，生
动展现中国军人守护生命、守护和
平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

援外医疗战场上的中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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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首批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运抵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图为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从飞机上卸下装有中国科兴新冠疫苗的温

控集装箱。 新华社发

中国疫苗助力全球抗疫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2日电 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委员会 22日在乌鲁木齐市共同举
办“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疆专题宣介
会。会议召开之际，80多个国家的 190
多个政党或组织，包括来自伊斯兰国家
的 100多个政党或组织，共 310多名政党
政要和知名人士，围绕“为了人民的美好
生活”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沟通并
达成广泛共识。

各方一致认为，为了最广大民众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各国政党的共同
目标和责任。各国政党应以增进人民福
祉为使命，努力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各方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波及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了全球约 70
亿人口，导致超过 200万人失去生命，呼
吁各国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
积极挽救生命，进一步推进国际联防联
控，力争尽早控制住疫情，并着眼未来打
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各方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已使全球2
亿多人陷入极端贫困，对世界大多数国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给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前景蒙上阴
霾，呼吁各国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坚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采取减免债务、畅通贸易等措
施，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实现恢复性增长，
帮助全球减贫事业尽快重回正轨。

各方赞同保障和发展人权，指出生
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贫穷

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应把人民利益
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各方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应尊
重人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将人权
政治化或搞人权“双重标准”，反对以人
权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呼吁各国
共同努力，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
容的全球人权治理。

各方表示，通过此次会议全面深入
了解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
地区发展情况，包括新疆社会稳定、民族
平等团结、民生持续改善、经济不断发展
的现实情况，赞赏中国政府促进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的权利，反对国际上一小撮人炮制所谓
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谎言和虚
假信息，反对通过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的
舆论操控，误导国际社会认知、抹黑他国
形象等恶劣行为。

各方就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以美好祝
愿，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领导
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的奇迹，包括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赞赏中
国为全球抗疫提供的重要帮助，特别是
践行将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
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互鉴，推动各国深化互利合作，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国政党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