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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

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中国政府日前发表的《新时代的中

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中国有坚定决心和强大能

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

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五

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

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深刻地认

识到国家统一才能安享和平，民族分裂

必然战乱频仍。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

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分裂状态，但国家统

一始终是历史演进的主旋律，是各族人

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维护国家统一的价

值理念，早就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民的

血脉里，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是

保持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精神源泉。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没有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复兴。从历史上看，台湾的命运

始终与祖国的兴衰紧密相连。祖国完

全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夙愿，更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浩荡潮流。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

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既充分考

虑照顾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

后台湾长治久安，是实现国家统一的

最佳方式。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

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

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的。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

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

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

安全、更有尊严。只有国家统一，两岸

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中华

民族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两岸同胞应携手同心，为实

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共

同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参与

者、奉献者和受益者。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注定会失败。白皮书强调，反分裂斗争

形势更加严峻，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

“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图谋推动

“法理台独”，强化敌意对抗，挟洋自

重，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外部势

力视台湾为“棋子”，企图“以台制

华”，遏制中国和平发展。但无论“台

独”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怎么折腾，都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

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台湾的前途只有一条，就是

与祖国统一，“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

施，对外部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必然会撞得头破血流。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

祖国统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中国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

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面对外

部干涉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

谋，面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的猖

獗行径，中国军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

坚强柱石，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为捍卫

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

撑。白皮书强调，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

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

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

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

胞。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

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

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

之则亡。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国家强

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的。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邓碧波 陈 岳

新 华 社 帕 利 基 尔 7月 30日 电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
堂 7月 29日在帕利基尔出席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新任总统帕努埃洛就职仪式，并
于当日会见帕努埃洛总统。

杨传堂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帕努埃
洛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中

密建交 30周年为契机，同密方一道落实
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保持高层和各级
别往来，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框架内务实
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中密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共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帕努埃洛请杨传堂转达他对习近平

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密方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对密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宝贵支
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深化两国
传统友好和全方位合作，推动密中关系
在未来30年继续迈上新高度。

出席总统就职仪式期间，杨传堂还
会见了密联邦议长西米纳等政要。

习近平主席特使杨传堂出席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就职仪式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0日驳斥美官
员涉港错误言论时说，香港近期的暴力
事件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在这个
问题上，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经济俱
乐部就香港局势表示，抗议是合理的，在
美国也常遇到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做正
确的事情，尊重现有涉港协议。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他所提到的“协议”指什
么？
“蓬佩奥先生说在美国也常遇到抗

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把现在香港
发生的那些极端暴力分子手持铁条和致
命性武器袭击警察的抗议也搬到美国
呢？让美国正好向世界展示一下它的民
主？”华春莹说。

她说，蓬佩奥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
位置，恐怕他还是把自己当作了美国中
央情报局负责人。他说香港近期的暴力
事件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这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华春莹说，根据公开的报道，今年
2月底、3月初，时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
公然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修例和“一国
两制”，公然干预香港事务。3月，美国
副总统彭斯会见赴美游说的香港反对
派人员。5月，蓬佩奥会见香港反对派
人士，公然妄议香港特区修例事务。6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居然
公开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美国部分国会议
员重提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7月，彭斯、蓬佩奥、博尔顿分别会见反
对派人士。近期从媒体不断曝光的画
面看，香港暴力游行队伍当中出现了
不少美国人的面孔，甚至一度还出现
了美国国旗。“在最近香港发生的一系
列事态中，美国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
角色？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欠世
界一个交代！”
“美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是香

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我们多次强调，
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
港事务，更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企图

搞乱香港。”华春莹说，中国中央政府坚
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
港警方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香
港的安全与稳定。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温
馨）朝鲜《劳动新闻》日前刊文支持中国
政府解决香港事态的措施。对此，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发出
正义的声音。

华春莹说：“我们多次说过，香港是
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
国势力企图插手或干预香港事务。我们
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好香港的安全与稳
定。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终邪压
不了正。”

日前，朝鲜《劳动新闻》刊文指出，
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香港
事务。评论称，无论是谁，应该尊重中
国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
务。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排除外部
势力干预，必须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得
以解决。

外交部发言人——

香港近期暴力事件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发出正义的声音

近来，韩日关系陷入僵局。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7月 24日

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又开启访韩之

旅，试图就韩日贸易摩擦等情况进行磋

商调解。访问期间，虽然韩美官员强调

维护韩日关系以及韩美日三方安全合

作的重要性，但从会后声明看，美方现

阶段对这两个盟国的复杂争端不愿过

多介入。

7月初，日本宣布将对出口韩国的

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并将韩国

排除在贸易“白色清单”之外。此后韩日

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经贸“战火”一度蔓

延到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韩

方代表要求日本撤回针对韩国的半导体

材料出口管制，并表示准备就此事在世

贸组织起诉日本。但据日媒报道，日本

计划最快在8月把韩国剔除出享受简化

出口手续等优惠待遇的“白色清单”，准

备进一步加大对韩国的出口管制。这意

味着韩国半导体以外的产业也可能会受

到波及。

作为日韩盟友，美国政府已先后派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史迪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等官员接连访问日韩，从中斡旋。美国

总统特朗普也在博尔顿访问日韩的前一

天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帮助调解韩

日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但分析人

士认为，除非美国强势介入，否则日韩矛

盾将愈演愈烈，进而可能影响美日韩在

东北亚的安全合作态势。

美国作为韩国与日本的盟友，与双

方建立了共同防御体系，在这两个国家

都有驻军。自 2010年推行“亚太再平

衡”战略以来，美国一直在积极推动自己

同这两个东亚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的合

作。鉴于美日和美韩同盟在美国亚太同

盟体系中的重要性，美国自然不希望日

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影响到其亚太战略。

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美国有很多人认

为美日和美韩的冷战型同盟仍然存在，

但若日韩对立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美

日与美韩的东亚地区同盟结构将在一定

程度上被削弱，影响到美日韩在东北亚

的安全合作态势。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博尔顿在与韩

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会谈时称，应通过

对话形式、以外交方式解决韩日之间的

贸易争端，防止韩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从韩方声明和博尔顿面对媒体时的表

态看，美方并未明示如何调解韩日摩

擦。博尔顿只提出了“一些抽象和原则

性立场”，未有任何具体承诺。另外，美

国政府一贯坚持“美国优先”的行事风

格，即便是盟友也不会白帮忙。事实上，

博尔顿此行的重点，放在了促使韩国提

高驻韩美军费用分摊数额，以及怂恿韩

国向海湾地区派兵参加“护航联盟”等事

情上。从特朗普政府的“交易”风格看，

韩日特别是韩国需要拿出一些“厚礼”，

或者祭出危及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关键

“筹码”，才有可能促使美方认真调解韩

日关系。

美国斡旋能否缓和日韩关系
■李姝睿 刘雄马

本报库尔勒 7月 30日电 赵治

国、李梦奇报道：今天上午，笔者探访
新疆库尔勒赛区时了解到，中国陆军
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9”4项赛事赛
前各项工作已全面到位。目前，各国
参赛队正在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

今年中国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承
办并参加“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车
组、“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军
械能手”武器修理班组和“安全环境”
核生化侦察组 4项比赛。陆军办赛领
导小组按照“全面、超前、精细、一流”
的标准原则，超前筹划各项准备工作。

在被各国参赛队员称为“军事友
谊村”的食宿保障点，记者看到，这里

不仅可以提供超市购物、外币兑换、上
网卡办理、医疗巡诊等服务，还专门设
置了保障外国队员的穆斯林餐厅、理
发室、茶歇室。看到如此完善的比赛
场地设施和细致的生活保障，第一次
来中国参赛的乌兹别克斯坦参赛队员
奥里波夫不禁竖起大拇指。他希望能
在比赛中和中国军人相互切磋、建立
友谊。

国际军事比赛如何做到公平、公
正、公开？面对这个各国参赛队都非
常关心的问题，陆军办赛领导小组在
各赛场建立信息化裁评系统，综合运
用各类高科技监测设备，依靠信息手
段形成完整证据链。刚参加完“晴空”

项目裁评系统全要素演练的埃及上
尉、该项目裁评路易斯·恩里克说：“公
开、透明、公正是信息化裁评系统的最
大亮点。我们去年收获了一个单项第
一名，今年我们报名参加两项比赛，期
待能在这里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
在与中方队员互学互鉴中提升技能。”

精心保障队员备赛，全力确保赛
事进行。陆军办赛领导小组还动员协
调了当地公安、电力、通信、防疫、交通
等部门，全方位做好应急保障准备。
据了解，本次比赛届时将全程通过新
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等平台进行网
络直播，不能来到现场的军迷朋友可
以通过移动互联终端在线观看。

库尔勒赛区赛前各项工作全面到位
比赛将全程通过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军网等平台进行直播

7月 30日，距离中国陆军承办“国际
军事比赛-2019”开幕还有 4天时间，12
国参赛队已完成装备、弹药抽签和交接，
进入最后的冲刺时间——适应性训练。

征鼓未鸣，战味渐浓。
“出发！”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中方

“晴空”项目参赛队员王文江驾驶轮式步
战车迅速点火、挂挡、加油，冲出起跑
线。飞辙桥、过水场、越沟壕……凹形闭
合赛道上，步战车飘移过弯、精准越障，
一气呵成连贯完成所有训练内容。
“与时间赛跑才能逼出战斗力！”

跳下战车，王文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的备赛感受。今年，王文江是第一次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除了荣誉和压力
之外，他体会最深的是“时间太紧张
了”。为了能够尽快熟练掌握步战车
精准越障的技能，他把自己的大部分
时间都“交待”给了训练场。什么时候
换挡、什么时机打方向、保持什么速度

越障，他每天都要反复练习上百次。
如今，记者面前皮肤黝黑、身材精瘦的
王文江已经适应了这片赛场。通过哪
个路段，越过哪个障碍，打多少方向，
回多少角度，他都已经烂熟于心。

铁甲卷尘，砂砾横飞。记者走进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模拟训练场，来
自新疆军区某师的中方参赛队员正在
进行赛道驾驶训练。一辆履带装甲步
战车拖着长长的烟尘，如风一般飞驰
而过，记者还没来得及抓起相机拍摄，
战车已经“消失”在烟幕中。
“分秒必争，装备要练到极限，人更

要超越极限，才能在国际赛场取得新突
破。”中方“苏沃洛夫突击”项目领队李杜
坦言，为让赛场更加贴近实战，今年项目
组提升了战场环境、搜索观察目标等内
容难度，目标由去年的1组变成2组，还
增加了1个模拟炮火拦阻区的烟火路段。

首次来中国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安全环境”项目的亚美尼亚参赛队，
在适应性训练第一天就请求中方教练
将理论知识讲解和洗消作业结合在一
起进行，以便能够腾出更多的自主训
练时间。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国参赛
队员在训练中，从洗消步骤到仪器布
局，再到人员分工，他们争相向中方教
练发问，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亚美尼
亚参赛队教练卡拉别杨表示，赛事将
至，他们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装
备训练中，力争取得好成绩。

连日来，记者辗转“苏沃洛夫突
击”“晴空”“安全环境”“军械能手”4个
比赛项目的训练场区，处处可以看到
各国参赛队紧张训练备赛的火热情
景。“晴空”项目的外军参赛队，甚至提
议中方后勤保障组将餐食送到装备保
障区，最大限度延长训练时间、加大训
练强度，做好最后的比赛冲刺准备。

（本报库尔勒7月30日电）

征鼓未鸣战味浓
——库尔勒赛区参赛队适应性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韩 成 通讯员 张晓昆 李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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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19”

巴基斯坦抗议印方
违反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7月 29日电

（记者蒋超）巴基斯坦外交部 29日召见
印度驻巴基斯坦副高级专员高拉夫·
阿卢瓦利亚，对印方 28日在克什米尔
地区违反停火协议并造成巴方人员伤
亡表示抗议，要求印方遵守双方 2003
年达成的停火协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28日晚，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
线附近用重型武器袭击巴方一侧平民
居住区，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巴双方 28
日晚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
交火，造成印方一侧 1名平民死亡、2
人受伤。

多国部队在尼日利亚
与“博科圣地”交火

据新华社阿布贾 7月 29日电

（记者郭骏）尼日利亚军方 29 日说，
由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
等国组建的多国部队当天在尼东北
部博尔诺州与极端组织“博科圣地”
武装分子发生交火，打死 10 名武装
分子。

尼日利亚陆军发言人蒂莫西·安
提加在一份声明中说，约 30 名“博科
圣地”武装分子当天潜入博尔诺州巴
加镇，企图对多国部队一处军事基地
发动突袭，但被提前识破。双方展开
枪战，10 名武装分子被当场打死，多
人负伤逃跑。多国部队方面有 1 名
士兵死亡，5人受伤。

俄称美私人军事公司
盗卖叙利亚石油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9日电 俄
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
鲁茨科伊 29日在莫斯科对媒体说，美
国私人军事公司在叙利亚东部幼发拉
底河东岸地区非法开采走私属于叙合
法政府的石油。

塔斯社援引鲁茨科伊的话报道
说，实际上美国人做的是从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手中抢来的石油走
私生意，并得到了打击“伊斯兰
国”国际联盟的空中掩护。美国人
从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多个油田开采
并卖出石油，所得收入大部分用于
扶持非法武装、在叙煽动反政府情
绪等。

7月30日，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坦克两项”项目的中方参赛队在阿拉比诺赛场进行校炮。本届比赛，

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参赛队参加该项目的比拼。 本报特约记者 吴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