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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8日下午 4时许，白尼罗
河畔，中国第 5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
步兵营的拉水分队官兵驾车如期而至。

经年尘土满“征衣”。常年在恶劣
环境下飞驰，这些车辆常罩着厚厚的尘
土，原本透明的车窗俨然拉上了黄色的
“窗帘”。引水、抽水，工作正常开始后，
猛士指挥车驾驶员郭钊材到河边打了
一桶水，准备擦拭后视镜和车窗。
“慢着！”刚刚擦完后视镜，郭钊材

耳旁传来急促洪亮的声音。原来，满是
尘土的车窗被几个当地小男孩写上了
“China Good”和“中国你好”，这吸引
了指挥员陈建国的目光。此时完成抽
水工作的几个驾驶员也纷纷跑了过来，
欣赏着这幅别致的“书法作品”。

几个小男孩看到中国维和官兵注
意到了车窗上的字，欢乐地跑开了。手
里拿着抹布的郭钊材，笑着对陈建国

说：“指挥员，这个车窗要不就先不擦了
吧？”“好，这几个字先不擦！”陈建国
说。周围的官兵听后纷纷笑了起来，内
心的愉悦驱散了工作的疲劳。

原来，那几个孩子是拉水分队队员
冯超的“学生”。冯超是大学生士兵，在
执行拉水任务间隙经常会用英语给在
取水点附近居住的孩子讲故事，还教他
们说简单的中文、写简单的汉字。孩子
们学得津津有味，冯超教得乐此不疲。
看着车窗上“学生”的“杰作”，冯超心里
乐开了花。

（本报朱巴7月18日电）

上图：18日，孩子们在满是尘土的

车窗上写字。 王译泽摄

右图：17日，中国第5批赴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执行赴特特然

蒙的短途武装巡逻任务，以了解沿途安

全形势。 张嘉成摄

车窗上的心语
■王译泽 朱晓楠

据新华社利马7月18日电 （记
者张国英）由中国政府援建的秘鲁国家
应急指挥中心 18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
行交接与揭牌仪式。秘鲁总统比斯卡
拉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认为该中心
将提高秘鲁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为秘
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秘鲁政府代表、中国驻秘鲁大使馆
和秘鲁中资企业协会等数百名政商界
人士出席了当天的交接仪式。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在交接仪式上
表示，秘鲁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对该项目
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应急指挥中
心项目顺利竣工意味着秘鲁获得了先
进的灾难预防、演习和培训设施。

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昀
表示，自然灾害频发对秘鲁民众生活
造成严重威胁，中国愿在抗灾防灾领

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分享成功经
验和做法，积极参与秘方抗灾防灾能
力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基多7月18日电 厄瓜
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 18日在厄瓜多尔
南部萨莫拉－钦奇佩省正式建成投
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年采选矿石
2000万吨，年产铜 9.6万吨。

米拉多铜矿项目由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铁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铁建铜
冠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开发，由中方
投资、设计、施工，是安徽省海外最大的
单个投资项目。

同时，这一项目还是厄瓜多尔第一
座大型固体矿山开发项目，也是厄瓜多
尔规模最大的露天铜矿，是该国国家战
略项目。

中国向秘鲁移交援建的国家应急指挥中心
中企投资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建成投产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日表示，
欧洲议会有关涉港决议罔顾事实，混淆
是非，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
政府对港政策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中
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
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欧洲议会18日通过关于香港形势的
决议，要求特区政府撤回对《逃犯条例》的

修订，放弃起诉并释放被拘捕的示威者。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提

问时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
何外国政府、组织、个人无权干预。
“欧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

尊重基本事实，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香
港事务，更不得为一些扰乱香港秩序的
暴力违法分子壮胆撑腰，否则只会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

外交部斥欧洲议会涉港决议——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日说，美
方近日召开的所谓“促进宗教自由”部
长级会议诬蔑抹黑中国宗教政策和中
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就
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
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
在会议期间的有关涉华讲话，完全是
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们居然与邪
教分子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对于这
些人，宗教自由不过是造谣中伤他国、
破坏他国民族和睦、干涉他国内政的
借口和工具。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各族人

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中
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和相关权利，同时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假
借宗教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耿爽
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
以宗教自由为名干涉中国内政。

他表示，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中心，是中方为最大限度保障新
疆各族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
利采取的有效措施。希望美方不要再
妄自发表毫无根据、悖离事实、有违常
理的错误言论。
“我们要求美方尊重事实、摒弃偏

见、正确看待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他
国内政。”耿爽说。

外交部发言人——

坚决反对美方诬蔑抹黑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7月 12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及其修正

案，规定除非出于自卫或获得国会明

确批准，否则国会不会拨款支持军事

打击伊朗。此项修正案的表决通过，

似是对美国政府对伊动武的权力戴上

了“紧箍咒”。

戴在美政府头上的“紧箍咒”，亦

是为了箍紧中东“火药桶”。当前，伊

核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先后向霍尔木

兹海峡派遣“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轰

炸机部队，部署两栖攻击舰及“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等举动，无疑是为

中东局势火上浇油。为防止美“极限

施压”举动演变为战争，美国国会出

牌了。

此项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以220票

赞同、197票反对的较大优势通过表

决。“这反映出美国政界对再次发动战

争的普遍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

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认为，美国发动

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并不遥

远，面对如今军事实力更不容小觑的

伊朗，美政界理当愈加审慎。一方面，

一旦对伊开战，美国必将被拖入战争

泥潭，消耗大量军力财力，日前伊朗击

落美军“全球鹰”无人机事件，更佐证

了美政界的担忧；另一方面，美国若开

战便是站在支持伊核协议的欧盟、俄

罗斯等各方的对立面，将遭到整个国

际社会的反对。发起修正案的美国民

主党籍众议员康纳就表示，修正案正

是在阻止美国陷入“一场无休止、代价

高昂的战争”。

诚哉斯言！但是特朗普政府向来

“不按套路出牌”，此时美国国会立法

的“紧箍咒”能否箍紧中东“火药桶”尚

有变数。

张国庆指出，这一法案不仅是对

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滥用行政权力的

限制，也是美国国会与白宫对于宣战

权的争夺。特朗普执政以来，利用宣

布“紧急状态”等手段绕开国会使用权

力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无论是一意孤

行修建边境墙，还是不顾地区局势、利

字当头向沙特等国出售武器，种种行

为均在不同程度削弱国会的权力。“限

制特朗普对伊动武更像是一个由头，

其实质意义是美国国会对于行政权力

的限制和制衡。”张国庆说，特朗普“任

性”的做事方式，让美伊关系发展的前

景充满不确定性，为避免行政权力过

度膨胀带来的局势失控，美国国会试

图通过立法先发制人。

目前，该法案已经提交美国参议

院表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时殷弘表示，共和党控制的参

议院或许并不会像民主党占多数的

众议院一样同特朗普“对着干”，国会

中对白宫权力的约束力量也是有限

的。在参众两院对该项法案讨论后，

很大可能拿出的是一个较为缓和的

版本，只能一定程度上限制特朗普政

府的权力。

另外，时殷弘指出，这项法案限制

的是总统“发动战争”的宣战权，如果

白宫怂恿沙特、以色列等盟友对伊朗

进行军事打击，或是以其他方式进行

军事支持，则是在法案的战争定义之

外打擦边球，同样不受法案制约。

出于对特朗普政府任意使用行政

权力以及点燃中东“火药桶”的担忧，

美国国会抛出立法这一“紧箍咒”也是

形势所迫。具体到伊核问题，对任何

一方来说战争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这项法案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为

美伊关系转圜留出余地。

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及其修正案通过众议院表决，试图

限制美国政府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动武的权力——

“紧箍咒”能否箍紧“火药桶”
■张 丹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8日电 （记
者刘晨、刘品然）美国总统特朗普 18日
说，一艘美军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摧
毁”一架伊朗无人机。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说，当时这架伊
朗无人机靠近美国海军“拳师”号两栖
攻击舰，威胁到舰只和船员安全，并且
无视警告，“拳师”号随即“摧毁了”这架
无人机。特朗普称，美军舰的做法属
“防御行为”。

特朗普称，这是伊朗对国际水域
航行船只的又一次“恶意挑衅”行为，
美国保留保护本国人员、装备与利益
的权利。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防部当天发
表的声明说，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18日上午，当时美海军“拳师”号正在穿
越霍尔木兹海峡，军舰所处位置为国际
水域。

据新华社德黑兰7月19日电 （记
者马骁、穆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
斯·阿拉格希 1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
文，否认有伊朗无人机被美军击落。

阿拉格希说：“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
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损失任何无人
机，我个人比较担心是美军两栖攻击舰
‘拳师’号搞错了，打下来一架美国自己
的无人机。”

美称其军舰“摧毁”一架伊朗无人机
伊朗否认有无人机遭美军击落

新华社维尔纽斯7月18日电 （记
者郭明芳）美国两架新型战机 F-35A18
日首次降落立陶宛北部希奥利艾空军基
地，参加该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一场防空
演习。

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这是
该款战机首次降落立陶宛，两架战机在
希奥利艾空军基地加油后，起飞参加在
立陶宛空域的演习训练项目。

美军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
指挥官贾森·特里上校在希奥利艾空军
基地对当地记者说，美国将与盟友合作，
遵守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

御条款的承诺。
另据波罗的海通讯社援引立陶宛国

防部长雷蒙达斯·卡罗布利斯的话报道，
首次举行此类防空演习，等同于发出了
强烈信号，即美国准备迅速应对安全局
势的变化，如有必要愿意帮助加强波罗
的海国家的防御。

防空是立陶宛防务中最薄弱环节。
上个月，立陶宛新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
敦促北约加强立陶宛的防空能力。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战斗机，这
三国在 2004年加入北约后，其领空一直
由北约国家空军轮流负责巡逻。

美F-35A战机首次降落立陶宛

据新华社安卡拉7月19日电 （记
者秦彦洋、施春）土耳其国防部 19日发
表声明说，土耳其空军当天对伊拉克境
内库尔德武装展开大规模空袭。此举被
认为是土方对外交官遇袭事件的回应。

声明说，土空军出动战斗机和无人
机，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目
标开火，摧毁大量武器库和掩体。空袭
行动只针对恐怖分子，尽最大努力避免
平民伤亡。

土耳其舆论认为，此次大规模空袭
是对土外交官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遇袭事件的回应。一名土耳其外
交官 17日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市的一
家餐馆遭遇武装袭击身亡。土方对此予
以强烈谴责，要求伊拉克方面尽快查出
凶手身份。

截至目前，袭击者身份尚不明确。
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可能与
库尔德工人党有关。

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武装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8日电 俄
军日前在该国西南部里海水域及沿岸
演习时测试了一套“侦察-打击”作战
系统，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指挥子
系统和通用情报网络，统一协调指挥海
陆空作战单位。

据俄红星电视台网站报道，约1500
名俄里海分舰队军人和 35艘舰船参加
了此次演习。在演习中，各类军机、舰
船和海军陆战队通过多种侦察手段获
得的情报，会近乎实时地由通用网络传
给指挥部、军机飞行员和舰上武器操控
班组。

以海军陆战队为例，其侦察兵施放
的无人机在发现并识别敌目标后，该目
标的方位坐标和其他参数会显示在侦
察兵的可穿戴笔记本电脑屏上。此后
这些情报会上网，由参演各兵种共享。

据俄专家介绍，在通用情报网上的
各种信息汇总到指挥部的自动指挥子系

统后，该子系统会运用人工智能协助分析
情报，进而建议指挥员下令使用何种武器
来消灭被侦察到的敌方人员和装备。

在此次演习中，指挥员经上述决策
过程下达攻击命令后，数艘俄战舰通过
电脑推演模拟发射“宝石”反舰巡航导
弹和可攻击陆地、海上目标的“口径”巡
航导弹。

在实战中，多种海陆空武器可在这
套“侦察-打击”作战系统指挥下协同
攻敌。在完成攻击后，无人机还会拍摄
敌目标被毁状况，供指挥部评估战果。

据悉，尽管此次演习未发射实
弹，但仍然测试并证实了“侦察-打
击”作战系统的功效。这次军演中从
发现敌情到清除目标的时间间隔没
有被披露，但不久前俄军在南乌拉尔
地区用这一作战系统和非高精度打
击武器演习时，上述时间间隔不超过
三四分钟。

俄军在里海水域及沿岸演习

测试运用人工智能察打作战系统

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7月 19日 电

（记者李奥、李东旭）俄罗斯副总理戈利
科娃 19日在莫斯科会见了来访的中国
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一行。她表示，俄方
将推动俄中两国在大科学装置和科技
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戈利科娃对中科院代表团的到访
表示欢迎，认为此访将有力推动俄中科
技合作。她还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祝
贺中科院成立70周年。

戈利科娃指出，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是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重要内容，也是双方着眼于长远做出
的战略性选择。俄方将积极落实两国
元首达成的有关共识，办好“中俄科技
创新年”，推动双方在大科学装置和科
技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白春礼感谢戈利科娃接见中科院
代表团一行，重点介绍了中俄两国科学
院合作的历史和近期取得的进展。

俄副总理表示将推动俄中科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