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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下帷

幕。习近平主席向本届论坛发来贺信，

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安全治理新理

念，同时对北京香山论坛为促进亚太地

区安全对话与互信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给予高度评价，反映了中国对和平事业

的高度关切，体现了中方对北京香山论

坛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高

度认同和广泛共鸣。

时代呼吁合作共赢。当前，世界形

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促和平、求稳定、

谋发展是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和平发

展仍然是当今时代潮流。但在全球化、

多极化不断发展的同时，逆全球化趋势

有所显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

演愈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重新抬

头，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逆势回潮，国

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受到严重冲击，国际

形势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各种传统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变

得错综复杂。亚太地区热点问题此起

彼伏，大国竞争不断加剧，联盟对抗思

维抬头，武装挑衅不断发生，给地区安

全稳定增添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

别是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增大，侦察与

反侦察、牵制与反牵制及军事摩擦发生

的风险加大。同时，恐怖主义、海盗、毒

品走私等活动仍然猖獗，跨国化、高技

术化、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应对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难度也不断加大。面对

各种日益复杂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

身，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以一国之力独自

应对。共同应对威胁挑战，成为多数国

家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每个国家应尽

的义务和责任。国际形势要求各国同

舟共济，团结协作，共商对策，共同应

对，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以合作谋

发展，以合作促安全。

时代呼吁平等互利。国家不分大

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

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

的权利。任何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应

得到尊重，要照顾彼此关切，相互尊重，

不搞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

国际规则对己有利就用、对己不利则动

辄废弃或“退群”的双重标准做法，越来

越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有的域外大

国不顾中国的利益关切和强烈反对，打

着“维护航行自由”旗号在南海地区炫

耀武力，拉帮结伙，干预南海事务，加剧

了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了地区安全稳

定，扰乱了地区安全秩序。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和平协商，不以武力相威胁，

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

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只有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互利合作，才能避免和减少各

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共同构建出既照

顾到各方利益、又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的规则和秩序。

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安

全伙伴关系，是顺应世界形势发展需要

和时代发展潮流提出的国际安全治理

新理念。我们提倡对话不对抗，结伴不

结盟，多边不单边，互利合作而不搞零

和博弈；应通过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

加强与各国及其军队的对话交流，增信

释疑，逐步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坚

持以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有效

管控战略风险，携手应对各种威胁挑

战，共同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作出努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打造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共同应对各种威胁挑战
■江新凤

“啪、啪！”两声枪响，两个靶标应声
倒地。

手枪入套，王会敏转过身来。这时
候，很多人才发现手起靶落的是一名女
兵。因为在手枪速射比赛中力压众多
男兵成为第一名，王会敏获得了一顶马
来西亚风格的小草帽。
“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事

演习 20日至 29日在马来西亚举行。从
森美兰州波德申县的综合训练场远眺，
可以看到在马六甲海峡穿梭的商船。

在这场彰显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决心的中马泰联演中，来自我军驻香港部
队的女兵队伍，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王会敏就来自全军首支女子特战
排——驻港部队某合成旅特战营一连
女子特种作战排。同她一起参加联演的

特战女兵共有11人，分别参加擒拿格斗、
特种狙击、攻坚射击等5个课目的演练。
“在特战领域，没有男女差别。”雷

慧杰是参演特战女兵之一。她在大学
里学的专业是国画，因为喜欢而选择了
参军，也因为爱上特战而坚守着这份艰
苦的职业。在这次联演中，她担任女子
特战小队的指挥员。

来自山东的士官郭贝贝名字娇弱，
但她在香港却是个小小的“网红”，她曾
在驻港部队军营开放日上用精彩的摩
托车特技引来香港市民欢呼。

与特战女兵一起赴马来西亚参加
联演的，还有同样来自驻港部队所属战
地文艺小分队的女兵们。

按照中马泰三方军队达成的共识，
军事文化交流是这次联演的重要内容之

一。文艺小分队并非专业文艺团体，她
们中有很多人都是普通的战士，基本功
薄弱，只能在平时加强训练强度和难度。
“武术动作、舞蹈动作和军事训练

之间的差异很大，为了使队员们的舞蹈
动作更加贴近军事动作，我们加大了日
常体能训练和军事素养训练。”舞蹈队
创作员吴玉印说，为排练好节目，队员
们刚到马来西亚就投入排练，下起大雨
就穿着雨衣练。

舞蹈队队长姜俏是文艺小分队里
少有的几个专业人才之一。从专业艺
术院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某
师成为文艺骨干，凭借优秀的业务能力
又被选调进入驻港部队。这一次，她和
舞蹈队的女兵们承担了 6个舞蹈节目。
“舞蹈演员一共就十几个人，基本每隔

一个节目就得上场。”姜俏说，“从脱下
《俏花旦》的戏装和头饰，到换上《士兵
畅想曲》的迷彩服和作战靴，我们只有
不到两分钟的抢妆时间。”

如果不是参军入伍，一张娃娃脸的
特战女兵殷彦也许会像姜俏一样，成为
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读大学时，殷
彦的专业是民族舞，辅修声乐，还会唱
黄梅戏。如今的殷彦成了一名特战专
业样样精通的战士，音乐和舞蹈反而成
为业余爱好。三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前
来观摩时，已是第二次参加该系列联演
的殷彦，为代表团演示了徒手夺刀、捕
俘等特战课目，赢得了高度赞誉。

在文艺小分队的女兵中，还有一名士
官翻译黄程程。她在驻港部队参谋部从
事资料汇编工作。其实，她并不是学翻译
专业的，英语只是她的爱好。被抽调担任
文艺晚会的英语主持人后，黄程程负责把
中文歌曲和主持词翻译成英文，让马泰两
国的观众了解每个节目背后的中国文化。

演习结束后，服役 8年的郭贝贝即
将退役。问她对未来的构想，她说：“我
还没有去规划，但我们驻港部队的兵，
珍惜过往，不惧未来！”

（本报吉隆坡10月28日电）

紫荆花开马六甲
——“和平友谊-2018”我驻港部队参演女兵速写

■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本报记者 徐 琳

志愿军英雄的后代回来了，来到金达莱花盛
开的国土，来到英雄鲜血遍洒的大地。

在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纪
念日前后，六、七个国内代表团前来朝鲜祭拜
志愿军英烈。团员中有元帅、将军的后辈，更
多还是那些志愿军普通官兵的后人，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战斗英雄的事迹如数家
珍。
“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代表团”成员、志愿军

炮兵第 9师师长林千的儿子林亚平对记者说，他
父亲经常给他讲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经历，
让他从小就对那场保家卫国、威名远扬的战争耳
熟能详，对父亲参与的每一场战役的细节了如指
掌。
“50军后代访朝代表团”是应朝鲜朝中友好

协会邀请，首次访问这个令他们怀念和向往的邻
邦。5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的儿子、今年 67岁的曾
强说，“我们参访团尽管只有 15人，却代表着所有
当年入朝作战的 50军先辈的后代们。踏上父辈
当年浴血奋战的土地，我们都无比激动。”

1950年 10月 25日，曾泽生率 50军作为第一
批部队入朝参战，参加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在第三次战役中，50军第 149师下属的 3个步兵
连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装备全歼英国皇家重型
坦克营；在第四次战役中，50军第 149师 447团坚
守 50昼夜，圆满完成防御作战任务，被授予“白云
山团”荣誉称号。
“我们的父辈用青春热血写下了不朽辉煌。

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曾强说。
担任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主攻的是志愿军 15

军 45师，该师在上甘岭战役中与美军激战 43天，
在美军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顶住了
敌方进攻，坚守住了阵地。

该师师长崔建功的儿子崔寒韦说，“面对
敌人猖狂进攻，我父亲当时就表态：哪怕付出
再大牺牲，也要坚守这个重要阵地，打剩一个
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排，我当排长。”

代表团来朝主要为拜祭先人、告慰忠魂，其
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志愿军老战士曹家麟
为团长的“九峰里、江东、上甘岭志愿军烈士
陵园扫墓代表团”。
“我们这个团大部分成员都有亲人牺牲和安

葬在朝鲜，因此他们希望来祭拜亲人。对许多年
过六、七旬的老人来说，到父亲墓前跪拜祭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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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达 喀 尔 10月 27日 电

（记者邢建桥）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
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27 日发表
新闻公报说，维和人员在马里西南部
贝尔市遇袭，两名维和士兵死亡，多人
受伤。

公报说，袭击发生在 27日清晨，维
和士兵击退了不明身份袭击者，两名布
基纳法索籍维和士兵在袭击中丧生，另
有多人受伤。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也发表媒体声明
强烈谴责对马里稳定团的袭击。

俄将装备首个适用北极
的“道尔－M2DT”导弹营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26

日电 俄罗斯防空军司令列奥诺夫 26
日表示，俄将于近期装备首个适用于北
极地区的“道尔-M2DT”防空导弹营。
“道尔-M2DT”防空导弹系统专门针对
北极地区气候和地形条件研制，具有独
特的越野能力，并能在零下 50多摄氏度
的极寒条件下作战。

以色列大规模轰炸
加沙地带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10月 27日电

（记者陈文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乔纳
森·孔里库斯 27日说，以色列南部 26日
深夜和 27日凌晨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
的 34枚火箭弹的袭击，作为回应，以军
轰炸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的87个军事目标。

部分美军F－35战机
因油路隐患再遭停飞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0月 25日 电

（记者刘阳、孙丁）美国军方 25日说，由
于需要对部分 F-35战机的油路系统零
件进行检测，美军决定停飞部分F-35战
机。这是该先进战机一个月内第二次遭
到大规模停飞。

两名联合国维和人员
在马里遇袭身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27日电

（记者刘阳、孙丁） 美国检方 27 日
说，当天袭击匹兹堡市一座犹太教
堂致 11 人死亡的枪手嫌凶被控 29 项
罪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
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嫌疑人罗
伯特·鲍尔斯涉嫌暴力犯罪过程中使

用枪械杀人罪、妨碍宗教信仰活动致
人死亡罪、妨碍宗教信仰活动致公共
安全人员受伤罪等。

匹兹堡市一座犹太教堂当天上午
发生枪击事件，导致 11人死亡、6人
受伤。伤者中有 4名警察，其中两名
警察伤势严重。46岁的嫌疑人、匹兹
堡居民鲍尔斯在现场被抓获。

美匹兹堡市枪击案嫌犯被控29项罪名
环球军情

献花圈，甚至大哭一场，是他们一生中
最大的心愿。”曹家麟说。

他们中有些人已找到父亲墓地，
实现了祭扫愿望，而还有一些人则依
然在艰难寻找中。志愿军 24 军 74 师
222 团的田全仁烈士的后代田兴华在
陵园“英名墙”的烈士名录中没有找
到父亲的名字，失望难过的他不禁失
声痛哭。但是他说，绝不会放弃任何
希望。

黄继光是牺牲在上甘岭战役中的
英雄之一，他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壮
举感动了千千万万中朝两国人民。黄
继光连连长万福来的儿子万爱军对记

者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来这片土
地，追寻先父足迹，祭奠英雄。
“抗美援朝为新中国赢得了此后几

十年的和平发展机遇，对维护亚洲和世
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作为志愿
军后代，来朝体会当年情景，接受教育，
很有必要。而大力宣讲父辈们的事迹，
让下一代充分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
重要性，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
也是我们志愿军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义务。”万爱军说。
（新华社平壤10月27日电 记者

江亚平、程大雨）

在中国地图上，新疆喀什位于西
部边缘；而在世界地图上，喀什却正
好坐落在欧亚大陆中心的十字路
口。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喀什在
2100 多年的岁月穿梭中逐步成为古
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汇聚了东西
方文明的精华，书写了光辉灿烂的历
史。

改革开放 40年来，特别是 2010年
设立喀什经济特区以来，喀什已经成
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形成了

我国“陆上开放”与“海上开放”并重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一带一路”的大
背景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不去古

城不算来过喀什！”一下车，喀什地区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严福星自豪地介绍
说。

走进古城城门，记者首先被一家
果茶店吸引了，只见三三两两的游客
正坐在遮阳伞下喝茶聊天。

步入小院，迎面而来的是一位长

相甜美的汉族姑娘。这位来自四川的
姑娘名叫张萨夏，今年 26岁。她原本
在成都开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来喀
什古城旅游后就被这片土地深深吸引
了。

只身一人到喀什创业，张萨夏付
出了很多艰辛，也收获了很多友情。
“这一袋水果，是邻居塔吉克族大姐送
的；墙上的这些画，是隔壁土陶店维吾
尔族大叔祖力普帮我画的……”一间
小小的果茶店，折射出民族团结、互相

帮助的大背景。
张萨夏所在的这座古城，不仅是

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也是中华各民
族融合之地。公元 8 世纪中叶开始，
阿拉伯帝国兴起并逐步与唐朝接壤，
立足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也正进
入鼎盛期，三强鼎立的交汇点，正是
喀什。

行走在古城街巷，一阵热情奔放
的民族音乐骤然响起。记者寻声来到
一座极具民族特色的三层小楼——
“古丽的家”。

小楼是典型的维吾尔族传统风
格，条桌上摆着干果，随处可见的艾德
莱斯绸扮靓了整个院落。游客在这里
可以免费参观拍照，花费 30元就可在
院内品尝瓜果。

31 岁的沙拉麦提古丽·卡日曾是
古城景区的一名讲解员。2017年 3月，
她在古城改造后办起第一个家访式旅
游点，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古城居民的
日常生活。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收入都在

千元以上！”沙拉麦提古丽说。
集体走上致富之路，这在古城改

造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喀什古城共
8.36 平方公里，28 个片区有居民 22.1
万人，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迷宫式城

市街区，2015 年被评为国家 5A 级景
区。

如今，在喀什古城景区的带动下，
当地创业兴业充满活力——景区商铺
由古城改造前的 810 户增至 2437 户，
实现直接就业 7311人，间接就业 42866
人；2017 年接待游客 422.2 万人次，旅
游收入达 261773.35 万元，同比增长
19.2％和 15.7％。

阿布力米提·沙吾提是“喀什市艾
沙汗维吾尔族乐器制造行”的第五代
传人，经常参加深圳文博会等国际展
览和交流。他说：“现在的游客越来越
多、生意越来越好，但我们还只能在古
城介绍这些民族乐器，希望政府帮我
们走出新疆，到北京、上海等更大的地
方去宣传，去做生意。”
“虽然喀什地处西北边缘，但我们

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巨大受益者，相信
古城的魅力会在新时代沿着‘一带一
路’散发得更远。”阿布力米提·沙吾提
说。

左上图：“古丽的家”经常游客盈

门，这是沙拉麦提古丽（右三）给在院

内纳凉休息的游客端上茶水（8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

改革开放40年来，喀什已经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尤其
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南疆古城魅力四射
■新华社记者 张宝印 琚振华 本报记者 罗 铮

（上接第一版）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
文说：“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
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这个世
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为感谢
中国军队对维和事业的大力支持，联
合国专门在其官网推出了一批反映中
国维和贡献的图文和音视频。联合国
官员称赞中国蓝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关键力量。
《一路走好，中国英雄》，2016

年 6月 2日，联合国官方社交媒体发
表文章，悼念两天前在马里牺牲的
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这位只有 29
岁的勇士，在联合国维和营地遭遇

汽车炸弹袭击时，不顾自身安危及
时发出预警信号，引导后方部队隐
蔽，确保了营区内人员的安全，自
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迄今，已
有杜照宇、申亮亮、李磊、杨树朋
等 13 名中国维和官兵牺牲在维和一
线，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忠诚履
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铿锵誓
言。
“宁愿如流星陨落，也要让和平

的阳光照亮世界更多的地方。”在第
五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驻黎巴
嫩、马里、刚果 （金）、南苏丹等任
务区的维和部队，纷纷举行仪式，祭

奠在维和行动中牺牲的战友。官兵的
话，彰显出中国维和军人的铁血担当
与世界情怀。

有诺必践，言出必行。中国军
队认真落实习主席在联合国维和峰
会上宣布的重大举措，8000 人规模
的维和待命部队已经组建完毕并完
成在联合国的注册工作；国防部维
和事务中心为联合国及有关国家维
和人员开展了多项培训。以联合国
维和行动部署 70 周年为起点，中国
军队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让和平之光照亮世界更
多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