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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值班室，11号哨位报告，M-16
区域发现多名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注意隐蔽，加强观察，东南线巡

逻分队立即前出，应急指挥组、快速反
应排出动，预备队做好准备。”

随着我第 4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
营营长陈西明下达指令，官兵们迅速
行动……

当地时间 2月 9日，我步兵营以武
装人员闯入UN House营区周边武器
禁区为背景，举行了一场应急防卫演练。

进入 2018年以来，南苏丹首都朱
巴局势持续升温，至少发生了4起冲突
交火事件，造成近 20 人死亡，UN

House营区周边也接连发生杀人、绑架
和抢劫等暴力犯罪案件。任务区安全
形势的恶化，给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维和
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月初，朱巴城区发生了大规模游

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
武装人员。”陈西明说，“如果 UN
House营区遭到冲击或攻击，中国军人
绝不会退缩，将坚决履行使命。”

据介绍，为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我第 4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
建立了快速反应班、快速反应排和防
暴排 3支应急力量。其中，快速反应
班可在 5分钟内到达UN House营区

及其周边武器禁区范围内的任何地
点，快速反应排和防暴排则可在 15分
钟内到达上述地点。此外，他们还建
立了应急医疗分队、抢修分队和预备
队，以应对突发情况。
“进入新年度以来，我们制订了详

细的练兵备战计划，每周训 1项内容，
每月练 1个课题，确保人人熟记职责、
熟知战位、熟练行动。”陈西明说，“出
国维和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营官兵
将全力以赴完成各项任务，我们随时
做好战斗准备。”

上图：维和官兵进行防卫演练。

王岸鸿摄

近期，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多起交火事件，我维和步兵营强化

练兵备战—

“我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王岸鸿

本报讯 刘畅、记者钱晓虎报
道：2月 11日，由陆军政治工作部出
品的电视剧《蓝盔》创作研讨会在京
举行。

该剧讲述了中国维和官兵在执
行任务期间历经的生死考验，以及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的重要
贡献，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大
国担当。

据介绍，在《蓝盔》创作过程中，
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组织创作班
组，走访了5支参加过维和任务的部
队，与近百名官兵进行座谈，吸收官
兵提出的意见建议300余条，为剧本
顺利完成收集了大量素材。据悉，
该剧将于年内与观众见面。

电视剧《蓝盔》研讨会举行

新华社哈瓦那2月11日电 （记者
马桂花）为期 11天的第 27届哈瓦那国际
书展 11日结束，主宾国中国的展馆获得
特别奖，古巴读者期待中国以后能再来
古巴参加书展。

古巴图书委员会主席胡安·罗德里
格斯在闭幕式上致辞时称赞中国参展为
书展增添了特殊意义，并表示古巴将参
加8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书展。

据介绍，本届书展期间，中国展台的
7000 册西、英、中文图书几乎销售一
空。不少古巴人和当地华侨华人前来咨询
和购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
讲故事》这两本书。中国作家的西文版

作品，特别是小说和短篇小说畅销，有关
汉语学习、武术、哲学、太极拳、中餐烹饪
等类的图书也很受欢迎。

中国馆的中古互译出版成果展台
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出版交流
与合作的成果图书 60 多种，包括中国
翻译出版的各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古巴
作品。

华人后裔玛丽娜·李表示：“这里的
书都非常好，主办者对书的选择非常棒，
给我们提供了广泛的中国视角。”

10岁的阿兰·费尔南德斯非常喜欢
一本关于熊猫的书。他说，熊猫是他最
喜欢的动物，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亲眼

看看真正的熊猫。
作为古巴深受民众欢迎的文化盛

会，今年的哈瓦那国际书展吸引了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业界人士参加。中国
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出版代表团，阿来、
刘震云、麦家、徐则臣、余华等 11 名当
代中国作家也携作品参加了书展。书
展期间，中古签署了 10 项出版合作协
议，并举行了众多新书发布会和文化交
流活动。

据了解，哈瓦那国际书展闭幕后，剩
余图书将继续在古巴其他城市流动展
出，5月将在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
结束展出。

哈瓦那书展结束 中国馆获特别奖

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2月 11日 电

（记者栾海、王晨笛）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官网 11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在莫斯科
市远郊坠毁的安－148 客机上的乘客
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说，这架失事客机上共有 6名
机组人员和 65名乘客，其中包括 3名儿
童。目前失事客机的一个黑匣子已被
找到，但消息未说明该黑匣子是驾驶舱
语音记录器还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
俄紧急情况部了解，目前从失事客机
的乘客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中
国乘客。

这架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
司的安－148 客机当天计划从莫斯科
前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起
飞后不久在莫斯科市东南方向距机场
约 35公里的斯捷潘诺夫斯科耶村附近
坠毁。

俄失事客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弹丸之国”，却
在世界军工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根据以色列政府今年 1月通过的
2019年国家财政预算案，国防是以色列
最大的单项财政支出项目，预算达到
630 亿新谢克尔（约合 185 亿美元），占
总预算的16％。

体系完善

1967年“六日战争”后，由于法国对
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以色列意识到实
现技术和武器“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开
始加大投入，推动国防工业快速发展。

以色列国防工业体系非常完善，国
防部下属的诸多大型军工企业都是高精
尖武器制造商和出口商。这些军工企业
涵盖了从各种军用飞机、坦克、舰艇到电
子通信设备、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几乎
所有军用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和生产领
域，而且不断引进、吸收和升级换代。

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以色列大型军
工企业往往生产多种类型的国防产品，

以埃尔比特公司为例，无人机、战机的
火控系统、电子战系统、军用电子产品
乃至网络安全和情报收集系统等都是
该公司的主打产品。

着眼出口

以色列只有 800多万人口，国防军
仅需国防工业产品中 30％至 40％的武
器装备，这使得以色列将眼光投向了广
阔的国际市场。

以色列航天局主席伊斯拉埃尔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以色
列约 75％的国防产品都用于出口。随
着以色列与埃及、约旦等国家的关系不
断改善，外部威胁有所减缓，以色列的

国防工业比重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部
分产业转成民用。

军工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的支柱
产业，出口的产品分为飞机与空中系统
类、监测与光电类、导弹和防空类、弹药
与武器库类以及情报类等。随着本届
政府增强与非洲的合作，以色列出口到
非洲的军工产品交易额快速增长，2016
年的增速高达 70％。

实战推动

以色列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
“生存压力”巨大，这也是以色列成为军
工“强国”的重要推动力。

伊斯拉埃尔告诉新华社记者，以色

列是在“战争中诞生的国家”，从诞生
起，它几乎就未停止过战争，这迫使以
色列不得不从人力和技术等方面来提
升国防工业的竞争力，用最先进的武器
装备来加强自身军事力量。

以色列强大的军火工业背后，是该
国独特的军事文化。保持创新活力，积
极通过实战检验武器系统也是以色列
国防工业的特殊优势。以色列国防工
业公司预测，未来战场将主要集中在城
市人口密集区，因此，主动防御系统、精
确制导弹药、轻损伤弹药等将成为未来
城市作战装备的重要发展方向。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2日电

记者陈文仙、杜震）

“小国”以色列何以成为军工“强国”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2月

12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机关报《红星
报》12 日报道，俄罗斯防空反导部队
日前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试射新型
反导导弹。

报道援引俄防空反导部队副司令
安德烈·普里霍季科的话说，俄防空反
导部队所属分队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一
靶场进行新型反导导弹试射，导弹在
指定时间内精确击中预定目标，成功
完成既定任务。

俄成功试射

新型反导导弹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2月12日电

（记者王薇、聂云鹏）为期三天的伊拉
克重建国际会议 12日在科威特城开
幕。这是伊拉克取得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胜利后举行的首次伊重建
国际会议。

据了解，伊拉克政府将在会上提
出 157个大中型投资项目，涵盖铁路、
机场、医院、住房和炼油厂等建设领
域，其中包括摩苏尔机场重建项目及
巴格达地铁线路建设项目。

伊拉克重建

国际会议开幕

战地砺兵 捍卫和平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
者刘诗平）中国大洋 49航次科考队近
日顺利将 4500 米级无人无缆潜水器
“潜龙二号”布放入水，在西南印度洋我
国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完成 2018
年首次下潜，获得了大量精细地形地貌
数据和多种传感器探测数据。
“潜龙二号”在多金属硫化物勘探

合同区“玉皇”热液区进行的这次探测

作业，是“潜龙二号”在大洋 49航次的
首次下潜，也是其第40次下潜。

据大洋 49 航次第二航段首席科
学家陶春辉介绍，“潜龙二号”此次下
潜，在近海底工作 30 小时，航程约 70
千米，最大潜深 2920 米，在地形起伏
1800 多米的区域内，获得了大量的精
细地形地貌数据和多种传感器探测
数据。

“潜龙二号”在西南印度洋完成2018年首潜

这个世界上，无论身处何方，总有一

些人在彼此牵挂着。

比如今天晚上18时31分在河北永

清县发生的4.3级地震，就让远在韩国

平昌采访冬奥会的中国记者们议论纷

纷，京津冀一带来的记者们都忙着跟亲

人、朋友通电话、发微信，关心关切之情

溢于言表。

友谊无国界。在平昌发生的很多超

越国界的友谊，同样让人倍感温暖。

每逢国际大型比赛，那些默默奉献的

赛事志愿者总是会给人们带来很多感动。

平昌冬奥会也不例外。我们刚抵达韩国仁

川机场时，便有当地志愿者迎上来帮助我

们办理好冬奥会采访证，机场出口处的志

愿者热情引导我们乘坐免费的奥运高铁。

志愿者的热情犹如他们身着的红色

服装，在寒冷的冬季给人以浓浓的暖

意。今天下午在主新闻中心，我们遇见

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来自北京大学三

年级的韩国留学生，这个名叫金秀珍的

女孩从小就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对中国

很熟悉，她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告诉

我们：“很高兴我们韩国举办这次冬奥

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你们记者朋

友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赛场内外，运动员惺惺相惜的故事也

给奥林匹克运动超越国界的友谊提供了

一个个生动的注脚。平昌冬奥会第一枚

金牌来自于越野滑雪女子7.5公里+7.5

公里双追逐比赛，获得比赛冠亚军的分别

是瑞典人卡拉和挪威人比约根，这两位名

将多年来屡屡在国际大赛上“相爱相杀”，

在冬奥会上也是一对“老冤家”。这两位

赛场上的老对手，在赛场外却是好朋友，

对胜利的追逐让两人的友谊愈加深厚。

奥运会本来就是一个传递和平、友谊

的大舞台。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

不同肤色的人们，以奥林匹克的名义，在

比赛中增进友谊，在竞争中促进沟通。从

朝韩代表团运动员共同步入平昌冬奥会

开幕式现场，到今天首次代表中国队站上

冬奥会跳台滑雪赛场与各路选手同台竞

技交流的年轻女将常馨月，体育让人们向

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目标迈

进的同时，也让运动员们彼此传递着温暖

和友爱。那些在赛场上互相较量却又彼

此欣赏、惺惺相惜的故事，俯拾皆是。

这，或许就是体育的魅力。

（本报韩国平昌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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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西亚的寒风依旧肆虐，前几
日高山滑雪就因大风被迫推迟，但今晚
跳台滑雪比赛如期举行。12日晚 9点 50
分，跳台滑雪女子标准台比赛拉开战幕。

这个项目，很多观众感到比较陌生，
甚至对中国运动员来说也同样陌生——
直到今年，中国才有第一位女子选手闯
进冬奥会，她就是常馨月。今年 1月底，
常馨月凭借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分站赛
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压哨”获得参加
平昌冬奥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成为中
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闯进冬奥会的
女运动员，中国滑雪取得历史性突破。

这张入场券，来之不易。根据冬奥
会规则规定，最近两个赛季分站赛总积
分排在前 35名的女运动员才有资格参
加冬奥会。常馨月此前一度落后排名
第 35位的外国选手多达 50个积分，正
是靠着不懈努力、不放弃梦想的拼搏精
神，才惊险地抢到了最后一个冬奥参赛
资格，她的总排名恰好是第35名。

“我很喜欢飞，可能空中飞行这个
环节做得比较好吧。”来到平昌，在进行
场地适应训练后，常馨月说。

雪板如双翼，乘风似飞翔。跳台滑
雪也称“跳雪”，运动员从几百米高的台
架上快速滑下，经过约 90米的助滑道，
再腾空飞行近百米。看似很美，其实很
危险。运动员起跳后在空中滑翔时的
时速能达 100多公里，因此它被称为“勇
敢者的运动”。这项高难度运动，不是

谁都能从事得了的，目前国内从事跳台
滑雪项目的运动员仅有几十人。

比赛开始，各国选手依次滑出了美
妙的航迹。飞出的运动员为了减小空
气阻力以飞得更远，脚下的两块雪板呈
“V”字型展开，姿态像极了鹰隼，随时准
备扑向猎物。

在空中自由翱翔，是人类的梦想，
常馨月也不例外。从小练习短道速滑
的她，7年前进行了转项。当时一个偶

然的机会，听说跳台滑雪项目要招人，
常馨月便萌生了转项去挑战的想法。
“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家里人问我想
不想试试。”那时对跳台滑雪所知不多
的常馨月觉得靠两块板在空中飞行，特
别厉害，有冒险性，“刚开始只是尝试尝
试，没想到后来就爱上了这项运动”。

虽然对转项轻描淡写，但转项意味
着很多东西得重来。面对巨大的挑战，
常馨月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2013 年，她凭借出色的成绩进入国家
队，但却错过了女子跳台滑雪进入奥运
大家庭的首届冬奥会。4年的磨炼，让
常馨月的技术更加成熟，能参加平昌冬
奥会，她觉得非常开心。

跳台滑雪在中国是一个冷门项
目。近年来，依靠选手和教练的不懈努
力，中国跳台滑雪运动取得一些成绩，
但依旧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在常馨
月看来，缺乏训练场地是制约跳台滑雪
在中国普及的重要原因。

助滑、起跳、飞行、落地……在平昌
冬奥会赛场，常馨月的每一次飞跃都在
书写中国选手在冬奥会上的历史。在
35名参赛选手中，常馨月最终名列第 20
位，未能实现自己赛前闯进前十的目
标。

再过几天，常馨月将迎来自己的 24
岁生日。展望北京冬奥会，常馨月说：
“到了 2022年，跳台滑雪不会只是我一
个人，我们的团队肯定会一起站在赛
场，我也非常有信心取得好成绩。”

比赛结束时，赛场的雪越下越大，
常馨月扛着滑雪板远去，她的肩上更扛
着中国女子跳台滑雪的未来……

（本报韩国平昌2月12日电）

左上图：常馨月在比赛中。

扶 满摄

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闯进冬奥会的女运动员，

常馨月在平昌的每一次滑行都在创造历史—

梦作翅膀乘风飞翔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2日电

据美国媒体 12日报道，美国副总统彭
斯表示，美国愿意考虑重启与朝鲜对
话。同时，美方将继续在经济外交上
加强对朝施压力度。

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在韩
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朝核问题进
行过两次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双方同意
继续与朝鲜接触。按照初步设想，韩国
先与朝鲜开始对话，美国考虑随后加入。

彭斯同时强调，美国仍将继续并
强化对朝进行“最大施压”，直到朝鲜
向半岛无核化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美称愿重启与朝对话

但“最大施压”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