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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飞度，国门 40年沧桑巨变，见
证着改革大发展，见证着中外大交流，
见证着祖国边陲各地的和平、安宁和
繁荣。

这是自立自强、亲仁善邻的壮美
诗篇。这诗篇发诸赓续千年的中华文
脉和核心价值，来自新时代党政军警
民合力强边固防的奋斗创造。

家国之情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

乐土可为家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短短 8
个字，是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
央宗姐妹几十年爱国守边的力量源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华夏
儿女的情感体验、生命价值历来与家
国紧密相连。从《诗经》中的“王事多
难，不遑启居”到霍去病的“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从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
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到陆游的“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从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到董必武的“只有精忠能报
国，更无乐土可为家”……爱国爱家的
强烈情感，千载而下，激奋人心。

今年夏天，一位普通民兵的离世，
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7月 27 日，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
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
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
“守岛，就是守国。”1986 年，26岁

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
子王仕花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
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
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
国的海防事业。

咫尺天涯，赤胆忠心。正是有千
千万万像卓嘎、央宗姐妹，有千千万万
像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这样的人，祖国
的边防才有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英武之气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

“放心吧妈妈，我已经懂得了‘战士’
的含义……战士的决心早已融进枪膛
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2015
年初，19岁的烈士王建川当年在战场上
写给母亲的诗，刷屏网络，感动中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但使
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
些诗句，如同划破长空的战斗号角，给
人以深深的激励和鼓舞。

国家的安定、民生的福祉，离不开
一代代戍边人的忠诚守卫，离不开边
关将士的舍身杀敌。1950 年，战火烧
过鸭绿江，人民子弟兵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一战而惊世界。“故乡三千里，辽
水复悠悠。”正是志愿军将士以其血肉
之躯，筑就了新中国真正威武的国门。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

还。”从漠北塞外到天山戈壁，从高原
冻土到丛林边陲，从世界屋脊到边防
海岛……哪一座厚重的国门、哪一个威
武的哨所，背后没有将士的英灵守护？！

奉献之歌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

犹闻侠骨香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
香。”“苦”与“香”的强烈反差，使得不
惧生死考验、甘愿奉献牺牲的边关将
士形象跃然纸上。

海拔 5380 米的神仙湾哨所，空气
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 50％。一代代官
兵以“缺氧气不缺士气，海拔高斗志更
高”的精神，创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那一年，神仙湾新建哨楼，官兵自
己动手，肩挑手扛，用脸盆将水泥砂浆
端上山……脸盆端坏了近百个，手套
磨破了上千双。4个月后，一座崭新的
哨楼建成。从此，这里的海拔高度增
加了 10米。官兵用脸盆“端”出了神仙
湾的新高度。

离神仙湾哨所不远处，有一处被中
央军委授予“喀喇昆仑模范医疗站”荣誉
称号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医疗站一位
军医在生命停止前的最后一刻这样说
道：“我无怨无悔，我相信我的奉献是有
价值的，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让小女代我
守国门。”他带领亲人在遗嘱上按下指印
后，永远告别了深爱的这方热土。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今天，昔日荒凉偏僻
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戍边守边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但
戍边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永未过时。

和平之声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

销为日月光

中华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纵
观中国边塞诗，面对战争，诗人们大多
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信心，同时也表达
了对穷兵黩武的反对、对安定和平的
向往。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

光。”今天的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沐浴在和平阳
光中的座座国门就是最好见证，生活
在国门两侧的中外民众都是亲历者。

中吉边境，守卫在这里的新疆军
区斯姆哈纳边防连和吉尔吉斯斯坦边
防部队已实现机制化会晤、常态化巡
逻；中尼边境，2015年发生“4·25”大地
震，聂拉木边检站副站长扎西达娃通
过 QQ群和微信群，发起为尼泊尔边
民爱心募捐倡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
中巴边境，巴基斯坦小城吉尔吉特有
一位名叫阿里·艾哈迈德的老人，自 22
岁起就一直守护着中国援建巴基斯坦
友谊公路88名牺牲烈士的陵园……

放眼新时代万里国门，中蒙二连
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中
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项目，中老跨境
铁路建设，中缅油气管道……一项项联
通中外、造福周边的宏大工程如火如
荼；“缉毒先锋”木康边检站，“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独龙江边防派出
所，“八一勋章”获得者印春荣……一
批批捍卫和平、维护稳定的先进集体
和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无穷活力的中
国，正在为亚洲、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的边塞诗篇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本报记者 吕德胜 通讯员 熊席麟

（一）

11 月 19日至 21日，中越两军第五
次边境高层会晤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崇左市龙州县和越南高平省高平市
及相关口岸地区举行。

龙州，英雄之地，一座把中越两党
两国紧密相连的城市——

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1930年 2月 1日，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
这里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八军。

这里也曾留下越南革命者的足迹，
胡志明等在龙州地区进行革命活动长
达18年。

现在，这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门
户，是连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重要边
境口岸……

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
立 10 周年、中越两军开展边境高层会
晤 5周年之际，今年会晤选址在此，有
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19日上午，中越双方代表团一起参
观了位于龙州南街 99 号的胡志明展
馆。这里是越南革命者当年在龙州的
秘密机关旧址，胡志明等曾长期工作于
此，越南的革命火种在龙州人民的保护
下，得以保存、发展、壮大。

21日上午，双方代表团又共同来到
越南高平北坡洞，参观了胡志明纪念
堂，向胡志明铜像敬献了花篮，参观了
胡志明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并一起种下
了友谊树。

重温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友好交往
的历史，回顾两国人民在革命年代相互
支持、患难与共的经历，双方代表团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

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谈到，参观胡
志明展馆非常感动，真切感受到中国人
民给予越南革命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越
南人民对此永远铭记在心。

回顾过去 5年，中越两军边境高层
会晤机制日益成熟、不断拓展，一系列具
有深刻人文意义和高度普及效应的交
流活动，在传承中越传统友好、激发边境
合作动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一
致同意，要坚持把这项活动继续开展下
去，使其成为连接中越友谊的桥梁，不断
为两国两军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二）

联合演练历来是两军边境高层会
晤中的重头项目。在今年的会晤中，两
军以边境地区受强台风影响发生洪涝
灾害、房屋倒塌、边民被困为课目想定，
在越南高平省开展了一场人道主义救
援联合演练。

20日上午，演练场上细雨纷飞。随
着两颗红色信号弹升空，双方官兵迅速
携带装备，冲向废墟和危楼。废墟中，
官兵们利用搜救犬和探测仪器寻找幸
存者，以多种方式进行破拆营救；危楼

旁，官兵们架起索道、云梯，从高处转移
受伤群众……整个联演中，两军官兵携
手并肩、配合默契。如果不是军装不
同，很难分辨出哪个是中方队员，哪个
是越方队员。

演练现场，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战
区陆军司令员张践告诉记者，近几年，
他曾多次带领部队与外军开展联合演
练，相比较而言，这次演练课目难度大，
但两军官兵完成质量非常高，这得益于
两军官兵在深入交流中不断加深的理
解和默契。

一次联合演练犹如一扇窗口，折射
出中越两军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的生动局面。两军参演官兵纷纷表示，
一定牢记两党两国领导人的期望和重
托，继续练好本领，努力为边境和平稳
定和两国人民的幸福多作贡献。

（三）

20日一早，载有中方代表团成员的
车辆从口岸驶向越南高平市。道路两
侧，越方组织的数千名群众挥舞着两国
国旗夹道欢迎，队伍延绵数公里。当天
下午进行的边境国防友好交流座谈会
上，除了两军代表，越方还邀请了 600
多名越社会各界人士，并且向所有边境
省市进行现场直播。

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说，之所
以作出这样的安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
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参与和了
解越中两军的交流活动受到教育，把越
中友好永远传承下去。

这，也是中越双方共同的心愿。
19日上午，双方代表团共同参观了

水口镇学校，越方还向学校捐赠了物
品；20日上午，双方出席越中友好文化
馆落成剪彩仪式，参加龙州县和越南复
和县结为友好县5周年纪念活动……

回顾过去 5年，类似的活动在每次
边境高层会晤中都有安排，很多边境村
寨结为友好村寨，很多边境学校结为友
好学校……可以说，两军的这项交流活
动，在促进中越边境群众友好交往中，
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越两军在边境地区交流合作的
深入，使两国边境线变得更加安宁更
加稳定，为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
了保障。

（本报广西龙州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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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21日电 11 月 19
日，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组
织近 60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参观国防部
维和中心，并与驻华武官就联合国维
和行动经验进行研讨交流。

驻华武官表示，中国长期积极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稳定国际与地
区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进一步
加强与中方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的
交流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
贡献。

据介绍，中国军队自 1990 年首

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先后
参加了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
派出维和官兵 3.6 万余人次，中国是
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中参与维和人
数最多的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第二大出资国。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举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经验研讨交流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发表个人声

明说，无法确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应为

卡舒吉遇害案负直接责任，美国和沙特

的坚定盟友关系不会改变。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此前美方多次

对沙特政府在此案中的做法表示不满，

但显然美国更看重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战

略利益。

沙特有价值

声明列举了沙特对美国的三大地缘

政治和经济价值：第一，美国当前的“头

等要务”是在全世界彻底消除恐怖主义

威胁，而沙特是美国在该地区抗击伊朗

的重要盟友，还同意为在中东地区打击

恐怖主义投入数十亿美元并领导这一行

动；第二，沙特去年已同意在美国投入

4500亿美元，其中1100亿美元将被用来

购买美国军火，这将为美国创造数十万

个工作岗位和额外财富，有力促进美国

经济发展；第三，沙特在响应美国要求、

稳定石油价格方面态度非常积极，与美

国密切合作，这对世界非常重要。

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声明表明

他决意把整件事情“压下来”，不会为卡

舒吉遇害案惩罚穆罕默德王储，也不会

减少或终止美国对沙军售。

国会很不满

沙特政府此前在卡舒吉案上多次改

口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模糊表态激起了美

国国会的怒气。特朗普20日的声明更

让国会火冒三丈。

20日晚些时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和该委员

会成员、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联名

致信特朗普，称鉴于卡舒吉案的最新进

展，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依据美国相关法

案对沙特涉案人员进行再度调查，以查

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是否应为卡舒吉遇

害负责。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民主党在中期

选举中赢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

普在卡舒吉案上的决定将面临来自国会

的更多压力。国会可能会通过立法，以

下令独立调查、中止军售、扩大制裁规模

等方式惩罚沙特。

对国会的态度，特朗普并非心里没

数。他在声明中说，他理解国会议员可

能“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希望政府在

此案上采取不同做法。他将考虑采纳各

方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有利于保障美

国的“绝对安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

雷尔·韦斯特认为，特朗普意在表明，他

愿意考虑采取更多制裁措施，但不会容

许这些措施伤及美国的中东外交和安

全政策。虽然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赢

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但特朗普仍可指望

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拦下民主党针对

沙特的法案。

白宫的考量

特朗普政府虽未出台整体中东战

略，但拉拢中东各国结成战略联盟一致

对抗伊朗显然是美方的首要目的。美国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

维·波洛克认为，保持与沙特的强大盟友

关系以便在中东遏制伊朗是特朗普做出

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韦斯特也指出，

在抗击伊朗问题上，美国视沙特为自己

的“代理人”。

此外，特朗普政府要想调停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积怨、终结也门

内战、压缩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等，

都离不开沙特的配合。更何况，美国在

重启对伊朗制裁后更需依靠沙特和欧佩

克组织增加石油供应，以免油价持续上

涨损害美国经济。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丹·马哈菲指出，相比卡舒吉案，特朗普

政府显然认为上述因素对美国的长久利

益影响更大。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0日电

记者朱东阳、刘晨、刘品然）

卡舒吉案让美国政府费思量

据新华社首尔11月21日电 （记
者耿学鹏、陆睿）韩国政府 21 日宣布，
将解散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
“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韩国负责管理这一基金会的女性
家庭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女性家庭部与
外交部就基金会运营广泛征询了相关
机构和人士意见，基于征集到的意见以
及基金会目前状况，“决定予以解散”。

声明说，女性家庭部随后将履行解
散基金会的法律程序，同时制定相关政
策以竭尽所能恢复日军强征“慰安妇”

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
声明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基金会剩

余款项。女性家庭部将继续与“慰安
妇”受害者、民众团体等相关方面商讨
处理措施。同时，韩国外交部将与日方
磋商相关事宜。

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年 10 月
底，基金会向 34 名在世“慰安妇”受害
者和 58个已故受害者家庭提供约 44亿
韩元（约合 390万美元）款项，另有 57.8
亿韩元留存在基金会。

韩国舆论认为，韩国政府解散“和

解与治愈基金会”的决定意味着废除
2015年《韩日慰安妇协议》。

2015 年 12 月 28 日，韩日政府签署
《韩日慰安妇协议》，称双方就“慰安妇”
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转的一致”。
根据协议，日方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
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 10亿日元（约合
887万美元）。

这份协议在韩国受到普遍反对和批
评。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后，韩方多次对
协议表达不满，说协议没有被多数韩国民
众接受，不能真正解决“慰安妇”问题。

韩国宣布将解散韩日协议设立的“慰安妇”基金会

中国企业投资的克罗地亚塞尼风力发电项目11月20日开工。塞尼风电项目总装机156兆瓦，建成后预计年均发电

3400小时，年发电量5.3亿度。项目总投资达1.79亿欧元，计划2年安装完成。图为塞尼风电场。

新华社发

俄新型T－72B3M
坦克开始装备部队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1月

21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
机关报《红星报》21 日援引俄陆军总
司令萨柳科夫的话报道，新型 T－
72B3M坦克开始装备俄陆军部队。

萨柳科夫表示，俄坦克部队和摩
托化步兵旅开始接收新型T－72B3M
坦克，该坦克具有出色的战场机动性
和防护性。

萨柳科夫表示，2018 年以来，俄
陆军部队共接收 2200 件现代化作战
装备，包括“山毛榉－M3”防空导弹、
“道尔－M2”防空导弹和多款步兵战
车、装甲车等。

根据俄罗斯军队换装计划，到
2020年，俄各军种新型武器装备的比
例应不低于 70％，个别部队将达到
100％。

伊拉克军方打死20名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新华社巴格达11月21日电（记
者程帅朋）伊拉克官员 21日说，伊政
府军在近日的反恐行动中打死 20名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伊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叶海
亚·拉苏尔 2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萨
拉赫丁省安全部队完成了在该省北部
舍尔加特镇附近的清剿行动，在行动
中摧毁“伊斯兰国”两处据点，打死 15
名藏身于一处地道内的武装分子。但
声明未提及清剿行动具体时间。

另据东部迪亚拉省地方官员消
息，伊空军战机 21日轰炸了萨拉赫丁
省和迪亚拉省交界地区的一处“伊斯
兰国”目标，炸死5名武装分子。

伊拉克去年 12 月宣布取得打击
“伊斯兰国”历史性胜利，但目前仍有
一些极端分子藏身偏远地区，伺机发
动袭击。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目
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
员总数估计超过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