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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中区2115病人血氧只有83,
麻烦过来看一下。 ”

“医生，我吃了药，现在想吐。 ”
2月12日下午 ，江汉方舱医院中区

病房内，患者来来往往。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广东）援助武汉医生马力 ，
一边应对护士的呼叫 ， 一边忙着照料
身边的病人。

“已经不发烧五六天了 ，我们什么
时候能出院 ？ ”10分钟后 ，几位患者围
着马力， 急切地询问起来 ，“一有条件
就立马做检测 ， 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快
点出院。 ”马力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情绪
的病人，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

“轻症的想赶快出院 ，重一点的想
尽快转运到定点医院救治 。 ”马力说 ，
这需要不断地给不同的患者解释 ，让
他们建立起信心 ，“心理的安慰和疏导
很关键。 ”

6日早上凌晨 ，广东援助队进驻江
汉方舱 ，25名医生 ，16名护士 ， 听从医
院统一排班调度 ， 接管中区两个舱的
227个床位 。 “这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的医护人员 ， 大家齐心协力为患者做
好医疗服务。 ”

晚餐前 ，伴着一曲 《明天会更好 》，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的护士蒋梅丽在东
区病房带着阿姨们跳起了舞蹈 。 看着
她们尽情挥舞着双臂 ， 蒋梅丽发自内
心地高兴，“看到她们的好状态 ， 再苦
再累都值得！ ”

“绝大部分患者每天都躺在病床
上看手机 ”，上班第一天 ，蒋梅丽就发
现了这个不好的现象。 很快，她和护理
团队想出办法让患者愉悦身心 ：上午9
点到10点 ， 做瑜伽 ，10点半到11点半 ，
看书听音乐 ； 晚餐前 ， 做健身操……
“这里绝大多数是轻症患者 ，适当的运
动，有益于他们早日康复”。

来自内蒙古的护士刘妍 ， 趁着工
作间隙画起了漫画 ： 画面上戴着口罩
的武汉市民举着“热干面，加油！ ”的牌
子，为病房里的医生和患者加油打气 ，
一旁的爱心里写着 “隔离病毒 ，不隔离
爱”。 她说 ，要把这幅画送给她所在病
房的患者 ，“愿他们看到这幅画时不再
感到孤单。 ”

来自山西汾阳医院的张孝武第一
天上班， 就带着阿姨们做起了呼吸操。
“针对新冠肺炎这些血氧低、 呼吸困难
的轻症病人，动作舒缓的呼吸操可以提
高免疫力，也可以活跃这里的氛围”。

59岁的齐阿姨平常就喜欢打八段
锦，在病房里练了两次 ，就有病友主动
跟着一起练 ，慢慢地 ，她带着大家固定
时间一起练 ， 还热心地解答各种动作
问题，“这个时候，不仅要靠医务人员 ，
更需要靠自己的好心态 ， 争取早日康
复，一起相约樱花浪漫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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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患者拥抱医护人员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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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疲惫的医务人
员靠着墙稍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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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3
日表示，俄方提议尽快召开中东问题四
方会谈。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 扎哈罗
娃 13 日代表俄外交部就中东问题发表
评论说， 中东地区实现彻底和平需要国
际社会一道努力。 联合国、欧盟、俄罗斯、
美国就中东问题举行四方会谈是实现中

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 在当前巴勒斯
坦、以色列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俄方
提议尽快召开中东问题四方会谈。

扎哈罗娃指出，美方日前公布的“中
东和平新计划” 不能成为解决巴以问题
的基础， 因为它无视国际社会公认的国
际法准则， 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
问题的相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 1 月 28 日公布所
谓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的“中东和平新计
划”，该计划在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定
居点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偏袒以色列
一方，巴方对该计划明确表示拒绝。 连
日来， 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发游行示
威，巴示威民众与以军发生冲突，巴以
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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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司令菲利普·戴维森 13 日说，他希望美
方能够通过与菲律宾谈判，保留涉及两
国军事合作的《访问部队协议》。

此前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
菲律宾决定终止涉及两国军事合作的
《访问部队协议》时说，对此他并“不
在意”。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多名记者提
问特朗普如何看待菲律宾总统罗德里
戈·杜特尔特决定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特朗普回答：“我真的不在意他们要那样
做，那样会（让美国）省一大笔钱。 ”

戴维森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出席外交
智库会议。 就近期引发媒体关注的《访问
部队协议》，戴维森说，美国并非和这一
地区的所有国家都签有类似协议， 应尽
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挽救。 现在而言，美方
还有 180 天时间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曾在菲律宾设有多处军事基
地并派驻大批部队，1992 年关闭最后
一处军事基地， 结束在菲数十年驻军。
两国 1998 年签署《访问部队协议》，为
美军士兵以轮岗方式派驻菲律宾提供
法律依据。

菲律宾本月 11 日正式决定终止与

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并向美国
驻菲律宾使馆送达正式通知。按照双方
事先约定，美方收到通知 180 天后协议
自动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称，菲
方决定“令人遗憾且方向错误”。美国大
使馆预期这将对美菲军事同盟“产生严
重影响”。 美国助理国务卿勒内·克拉
克·库珀提示， 超过 300 项美菲军事合
作项目将受影响。

除《访问部队协议》，菲美之间还有
《共同防御条约》 和《加强防务合作协
议》两项军事合作协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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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提议尽快召开中东问题四方会谈

特朗普：
我不在意，能省一大笔钱

以色列 12 日晚严厉抨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公室 （人权高专办 ）公布公司 “黑名单 ”
的举措，并宣布冻结与人权高专办的关系。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12 日公布
112 家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从事商业活动
的公司“黑名单”，其中 94 家公司在以色列 。 尽管
被列入 “黑名单 ”不会立刻产生法律后果 ，但因犹
太人定居点问题高度敏感 ， 这些公司可能会面临
制裁或撤资。 右图为 13 日顾客在耶路撒冷附近的
阿塔罗特一家超市购物， 这家企业被列入联合国
人权高专办公布的“黑名单”。 新华社发

以色列冻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关系

美军将领希望谈判
挽救美菲军事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