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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短波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

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或团圆欢宴，或出游赏景，勤劳的中

国人，在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

传统节日里，以各种方式欢庆佳节，分享

收获。

据传统说法，五谷大熟，为大有年。

大有年，丰收的年岁；大有年，人们的憧憬。

多少年来，“大有”激励着一代代中

国人辛勤耕耘，也造就了中华儿女勤劳

务实的秉性。如今火遍全球的“种菜天

赋”或是戏言，而沃野千里、梯田层叠却

确确实实来自胼手胝足的开垦；津梁通

衢、高楼大厦更是实干兴邦的见证。新

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

大成就，就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与汗水

的凝结。我们不指望恩赐和施舍，只相

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新年伊始，岁在己亥。在鸦片战争前

的己亥年，诗人龚自珍写下了充满忧患意

识的300余首《己亥杂诗》。而在新的己

亥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三甲子的

国运变迁昭示着我们，一个勤劳智慧的民

族，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需要付

出何等艰辛的努力，而一旦走上这条康庄

大道，又会写就何等壮丽的诗篇。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过后，我

们又将背上行囊，迈出家门，走进春天，

播撒希望。春天会有喜人的东风化雨，

也有恼人的乍暖还寒。但是，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必将生发出磅礴的动力。

只要我们凝心聚力，同心同德，抓住机

遇，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自己的事，就一

定能够收获丰硕的果实，“不违农时，谷

不可胜食也”。

（新华社杭州2月9日电 记者冯源）

人勤春来早，再期大有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8日电 （记
者周舟）美国航天局 8日发布“月球勘测
轨道飞行器”对中国嫦娥四号着陆点的
第二次成像图片，与上一次相比画面更
加清晰，并拍到了月球车——玉兔二号
巡视器。
“嫦娥四号的月球车进入视野”，美

航天局发布的消息标题这样写道。
北京时间 1月 3日 10时 26分，嫦娥

四号任务着陆器和巡视器（月球车）组合
体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背软着陆。不久后嫦娥四号着
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
器在月背留下第一道印迹。

美航天局 1月 30日首次用“月球勘
测轨道飞行器”对嫦娥四号着陆点拍照，

因距离较远，拍摄到的嫦娥四号着陆器
只有约两个像素大，而体积稍小的玉兔
二号巡视器根本看不见。

美航天局 1月 31日第二次用“月球
勘测轨道飞行器”给嫦娥四号拍照，这次
距离着陆点更近，拍到了着陆器北侧的
玉兔二号巡视器。负责运行“月球勘测
轨道飞行器”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团队称，这次连着陆器和巡视器的阴影
都看得到。

该团队还说，嫦娥四号将采集月球
背面的岩石进行成分测定。冯·卡门撞
击坑形成后曾发生过火山爆发，因此地
表被玄武岩覆盖，与去年夏天夏威夷火
山爆发情景相似。月球背面的这些岩石
会有什么不同吗？科研人员正“急切等
待着结果”。

美飞行器再次为嫦娥四号成像
拍到玉兔二号

本报巴基斯坦卡拉奇2月9日电

特约记者薛成清、通讯员崔晓洋报道：
当地时间 2月 8日，由巴基斯坦海军倡
导组织的“和平-19”多国海上联合军事
演习，在卡拉奇港正式拉开帷幕。我海
军998舰艇编队指挥员及部分官兵代表
参加了演习开幕式。演习进入方案细
化、图上推演等具体的实施对接阶段。

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各参演国代

表和 45 个国家派出的观察员整齐列
队，演习开幕式开始，巴海军高级官员
致辞。在随后进行的升参演国国旗环
节，我海军 998舰艇编队指挥员与各参
演国指挥员一起，面向国旗庄严敬礼。

开幕式结束后，我海军 998舰艇编
队指挥员和各参演国指挥员一起拜会
了巴基斯坦海军官员。与此同时，我编
队直升机组、特战分队等相关人员与各

参演国相关专业代表一起，参加了航前
会议、飞行通场演练介绍、特战分队装
备展示等活动。方案对接中，按照先总
体方案再具体兵力协调的思路，展开针
对性磋商。各参演方分别对演习的组
织指挥、通信协同、兵力运用等进行细
化，并按照相关法规对海上各国兵力行
动进行了规范，以确保海上实际演习高
效顺畅。

“和平-19”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幕

当地时间2月8日，我第22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官兵正在加紧执行

卡莱亥桥梁修复任务。尽管正值新春佳节，但根据联刚稳定团放假安排，维和

官兵仅能调休1天。旱季中的刚果（金）正午温度高达40摄氏度，远离祖国的维

和官兵将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深埋心底，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李志强摄

桥梁修复

据新华社突尼斯 2月 8日电

（记者黄灵）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
武装力量“国民军”8日发表声明称
已禁止任何未经批准的飞机在利南
部飞行。声明说，由于“国民军”仍
在南部与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战
斗，因此禁止任何飞机在利南部机
场起飞降落，也禁止其他飞机在相
关空域飞行。

利比亚“国民军”
在利南部设立禁飞区

据新华社莫斯科 2月 8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 8日表
示，当前全球军控与核不扩散体系遭
受挑战，俄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政治外
交手段推动解决包括叙利亚问题在
内的全球及地区危机问题。

2月10日是俄外交工作者日，普
京在贺信中作出上述表示。普京认
为，当前世界安全与全球秩序经受严
峻考验，俄罗斯在外交领域面临重大
任务。

普京表示全球军控与
核不扩散体系受到挑战

大年初二，南方某军用机场，发动
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桨叶飞旋，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官
兵奉命出征。我们作为随行记者，与飞
行机组同行，巡逻在祖国的万里海天。

万家团圆日，将士出征时。迎面，
是模糊的远山淡影，是倾心守护的辽阔
长空；身后，是年味浓郁、尚未苏醒的海
滨小城，回家过年、团圆欢聚的人们，或
许仍在甜美的梦乡……

驾驶舱内，90 后飞行员刘国军探
头向外看了一眼，停机坪上，连夜完成
飞行检查的机务官兵已渐行渐远。

就在昨天，该机组接到上级命令，
起飞执行紧急出动任务；今天，他们又
一次领命出征。

桨叶飞旋，机翼之下，是密布着黑
色胎痕的机场跑道。

跑道无言，海空作证。任务机组的
飞行员们清楚地知道，18年前，就在同
一个地方，“海空卫士”王伟最后一次驾
机从这里起飞；10年前，追寻着王伟的
足迹，“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曾驾
机一次次从这里起飞，成长为航母舰载
战斗机部队的一名“刀尖舞者”。

战友们知道，每逢年关，张超年幼的
女儿含含都会翘首等待爸爸归来，他年
迈的父母更是含泪期盼儿子回家……

去年 9月，中央军委批准增加张超
为全军挂像英模。看到挂像上那身熟
悉亲切的飞行服，看到那张青春自信的
面孔，战友们说，张超回来了——作为
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回到战友们身
边，回到神州大地的座座军营，以英模
的方式“回家”。

回家，回家，万家团圆之时，军机正
远征。

除夕前一天接到归队命令，刘国军
二话没说，带着新婚妻子赶回部队。“按
刘国军山东老家的习俗，新婚第一年不
能在娘家过春节……”同样没有时间照
顾处于手术后恢复期的妻子，机长李红
军这样替自己的战友“圆场”。

机舱内的各值班部位，大家各司其

职，仪表上各种数据和图案不时跳动变
换。任务舱内，战术指挥长、大队长袁万
江面前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飞机此
刻的位置坐标，就快要飞出海岸线了。

从舷窗往外看去，海天连接处，已
朝霞满天。

桨叶飞旋，机翼之下，绘就的是一
道道壮美航迹。

平日繁忙的海面航道上，很少见到
往来的轮船和渔船，忙碌了一年的人
们，正在享受全家欢聚的时光。天空的
航线上，卫国戍边的中国军人却向着海
洋深处“逆行”。

桨叶飞旋，机翼之下，映入眼帘的
是壮美的海天。
“你见过白云下、海面上美丽的岛

礁吗？”“那真的太美了！”
“你见过最干净、最明亮的海上星

空吗？”“那真的太美了！”
跟班飞行的某团政委杨林与记者

聊起巡逻的过往，他觉得那是最幸福
的——因为看过万里晴空，壮丽山河，
看见过最美的风景。

舷窗外，海天一色，白云朵朵。一座
座岛礁进入视野，每到一处，杨政委就告
诉记者，这是哪个岛，那是哪个礁……

各舱室的值班部位，官兵头戴耳
机，紧盯着方寸屏幕，一张张沉静、坚
定、自信的脸庞，传递出的是直抵人心
的温暖力量。

那些壮志凌云、直冲云霄的飞行，
他们的父母未曾看过，他们的妻儿未曾
看过，但祖国知道他们的奉献和付出。

不用吟唱，“我和我的祖国”就是
流淌在心底的歌谣，在这看不见的航
线上，把我与你、家与国悄然联结在一
起……

归航！归航！看到了机翼下的海
岸线，看见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刘国军感觉很幸福：“作为一名海军
飞行员，看到机翼下美丽安宁的祖
国，那是最值得骄傲的！”

压题照片：机翼下的壮美海天。

李树文摄

巡逻在祖国万里海天
—随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官兵驾机战备巡逻见闻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高宏伟 通讯员 李树文

风越刮越紧，卷着雪花打在墙面上，
发出“噗噗”的响声。

墙角处，一兵一犬安静地潜伏着。
“‘猎虎’，左侧房屋，上！”突然，屏声

敛息的老兵大手一挥，军犬“猎虎”顺着
手势起步、冲刺、跳跃，从窗口划过一道
弧线冲入房屋，迅速用鼻子嗅探。很快，
人犬配合将房屋内的爆炸物全部搜出。

初次观摩此类训练的记者竖起大拇
指，却见老兵眉头一皱，对着军犬边说边
比划，“告诫”犬儿突入时不能过早暴露
自己……

老兵名叫靳全夺，第 71集团军某旅
军犬引导班班长。大年初五下午，他和
“猎虎”已经进行了十余遍协同搜排爆炸
物模拟训练。
“说实话，‘猎虎’已经做得很出色，

但是我希望它在细节上可以更完美，那
样的话，我们就会比别人更优秀。”训练
间隙，靳全夺向记者透露，“新年里，我有

个愿望，就是和‘猎虎’一起在反恐比武
中夺冠。”
“靳班长的目标，就像他名字一样霸

气——‘金全夺’！”下士李军建向记者讲
述了一段经历。

2016年，靳全夺带着“猎虎”经过层
层选拔，最终和几名战友一起组队，赴俄
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忠诚朋友”军犬
大赛。

比赛当天，率先登场的靳全夺与“猎
虎”一路飞奔。过匍匐网、断桥、高板，追
击、扑咬、监视、押解……他们以几近完
美的动作拿到 99分。在队员们的共同
努力下，中国代表队勇夺团体冠军。比
赛归来，靳全夺荣立二等功，“猎虎”也被
评为“一级功勋犬”。

连长杨晓帆介绍，旅队新设军犬引
导班时，“特战尖刀优秀个人”靳全夺主
动请缨当班长。不出半年时间，他就做
到了军犬知识一口清，还整理出《特战犬

教案汇编》训练教材，在全旅推广。
正聊着，“猎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训练。记者看到，在模拟追捕恐怖分子
时，靳全夺一个口令，“猎虎”立即呲着牙
扑了过去，一口咬在靳全夺的左臂上，反
复撕咬，甩都甩不开。靳全夺又一个口
令，“猎虎”当即松口，坐在原地。

记者看得一脸紧张，靳全夺却泰然
自若：“有护垫，不怕。”当靳全夺撸起袖
子，记者分明看到，他的左臂上交错着大
大小小十几处伤疤。
“都是这家伙咬的！”指着“猎虎”，靳

全夺颇感骄傲，“猎虎”从小就是个野性
十足的“狠角色”，虽然体型不大，但扑咬
异常凶猛。“好犬就得有血性，这个战友
我喜欢！”经过长时间磨合，“猎虎”在训
练中早已懂得“口下留情”，如今很少让
靳全夺再添新伤疤……

一对好搭档，新年逐新梦。采访结
束时，记者祝愿靳全夺再立新功。

大年初五，年味犹浓。第71集团军某旅军犬引导班班长靳全夺和

爱犬“猎虎”走进训练场—

靳全夺的新年目标：“金全夺”
■陈 霖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李怀坤

春节前夕，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
支队举行“向战而行勇逐梦，向海图
强当先锋”颁奖典礼暨迎新春文艺汇
演，三位神秘嘉宾的到来格外引人注
目。

他们是 2017 年满 30年军龄退休
的一级军士长，他们或荣立过二等
功、三等功或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一等奖，他们是这支潜艇部队蓬勃
发展的见证者、是新时代潜艇出航逐
梦深蓝的引领力量。当他们为来自不
同战位的新时代潜艇兵颁奖时，老兵
们胸前的一排排军功章分外耀眼。

老兵李建海登上舞台时，他的
徒弟、某艇员队舵信兵张海龙激动
得热泪盈眶。30 年里，李建海先后
在三型潜艇上服役，每一次服役艇型
的变化，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开始，需
要从头学习，特别是对于文化程度不
高的他来说，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努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敬礼！”当
老兵曲松波给“优秀基层干部”颁奖
时，他收获了标准有力的军礼。这军
礼中，多了一些特别的味道——是尊
敬，是自信，是要将接力棒传承下去的
决心和力量。
“3 号发射管发射……爆炸并命

中目标，向海指报告……人民军队
大抓练兵备战，我们就是为战而
生、向战而行的一代！”颁奖中穿插
的演出，是一名分配到支队的新学
员朗诵的散文诗《战斗活动日志》。
学员的倾情演绎，把新时代潜艇人
思战求战、敢战胜战的意志表现得
淋漓尽致。

老兵张栓林感慨地说：“潜艇官
兵肩上担子越来越重了，我相信他们
会比我们更优秀！”
“今年出航 18000 多海里，陪伴

家人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我们不是不
爱家，不是不牵挂……”该支队某艇
艇长史扎根在《威震海疆》情景剧中
动情地说，“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来
捍卫祖国海疆，决不能让敌人的胸口
挂上一丝荣耀。”

此时，老兵们庄严举起右手，发
出铮铮誓言：“若有战，召必回！”台
下官兵以“若有战，必冲锋”回应。
全场官兵热血沸腾，忠诚誓言久久回
荡……

老兵归来话斗志
■茆 琳 马视野 本报

记者 王凌硕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8日电

（记者刘品然、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
普8日表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将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
内举行。他表示期待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见面，促进和平事业，并
称朝鲜在金正恩领导下将成为经济
强国。他还说，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
表斯蒂芬·比根此前在平壤与朝鲜方
面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

特朗普宣布第二次
“金特会”将在河内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