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罗铮 程安琪 张丹

苏丹达尔富尔，联非达团司令部，
安全信息运营中心里一片忙碌景象，各
任务点的信息每天都像雪片一样涌来。

整理、归类、分级、调控……不能
忽略每一个可能构成飞行威胁的信
息，因为这事关机组成员生命和联合
国财产安全。对于航空风险评估参
谋来说，每一刻都要求事无巨细、沉
着冷静。

负责这项“压力山大”工作的，是一
位英姿飒爽的中国女少校——来自陆
军航空兵学院的航管气象讲师赵巧莲。

和赵巧莲一起并肩作业的，还有
两位分别来自土耳其、苏丹的女性，
她们三人，顶起了安全信息中心的
“半边天”。

维和行动，女性有着独特优势。自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 71年来，一直活
跃着女性维和人员的身影。面对这一
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中国女军人始终义
无反顾。从巡逻站岗到救治病患，再到
雷场扫雷，截至目前，已有近千名中国
女军人投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联合
国不断发出呼吁，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
到维和行动中来，更是得到了中国的积
极响应。目前，在中国军队维和人员派
赴的 7个任务区中，就有 6个任务区活
跃着中国女军人的身影。
“我就是响应这一号召而来。我

觉得人活一世，一定要为其他需要帮
助的人，努力‘燃烧’一次。”赵巧莲告
诉记者，前些年，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参谋军官中，女性还是凤毛麟
角。为此，联合国建议加大比例，使维
和军事人员和警察当中女性的比例达
到 15%。在一系列配套政策积极引导
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参谋军官开始
加入其中。
“得到报名消息后，我马上就递交

了申请。我的女战友中还有刚过哺乳
期的年轻妈妈，也积极报名参加。”军
事气象专业毕业，担任过作训参谋、营
房助理，并且从事过外训学员教学任
务的赵巧莲，从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
从此，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区里，第一次
有了中国女参谋军官的身影。得知女
儿要去维和的消息，赵巧莲的父亲沉
默少顷后，语重心长地叮嘱：“注意安
全，好好干，你是咱家的骄傲！”

赴非维和，道阻且长。赵巧莲所
在的达尔富尔任务区，地处撒哈拉沙
漠边缘，酷热难耐，时常风沙漫天。加
之当地战乱频发、社情复杂，环境极其
艰苦。让赵巧莲克服这一切困难的，
除了那份始终未曾动摇的信念，还有
另一位 90后中国女参谋军官的相互
激励与陪伴——来自陆军某合成旅的

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区运行管理处参谋
张天祺。
“我在新疆马兰长大，父亲曾是一

名共和国军人，所以我从小就有着很
强烈的参军报国愿望，想体会和别的
女孩子不一样的人生。”笑眼弯弯的张
天祺告诉记者，她有着强烈的“两弹一
星”情怀，所以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学的
核物理专业，颇有点“不走寻常路”。

天性开朗乐观的张天祺，大一时
参加了国防科大组织的模拟联合国社
团，“这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

大学期间，张天祺先后代表学校
参加了亚洲、欧洲模拟联合国大会，分
别担任“土耳其”“比利时”外交官，与
各国年轻学子一起就难民安置、妇女
儿童安全等议题进行对话交流，让她
受益匪浅。特别是 2015年，她与队友
们一起，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国际
模拟联合国大会，与来自 125 个国家
的青年学子一起深入交流讨论如何开
展战后重建工作。
“在会场上，我与一些外军学子进

行了交流，这让我深感作为年轻的中
国军人应该登高望远，拥有更加广阔
的国际视野，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
多贡献。”张天祺说，“目前苏丹达尔富
尔正处在从维护和平向建设和平转变
的关键时期，我作为一名中国女参谋
军官能加入其中，感觉无上光荣。”

张天祺所在的联非达团运行管理
处，负责任务区人员和物资的运输调

配工作，涉及海运、空运等多方面，内
容极为庞杂。每周二，还要与位于纽
约的联非达团办事处进行视频会议，
对人员素质和办事能力要求极高。

由于人员轮换及休假等原因，目前
张天祺独自一人撑起了繁重的工作。
一张密密麻麻的周工作计划表，和不断
涌来的待办邮件，写满了岗位的艰苦与
不易。到任务区几个月来，张天祺干工
作愈发游刃有余，最终以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上司的认可与点赞。

在那张周工作计划表上，还有一
道“别样的风景”：从周日到周六的早
上六点至六点半一栏，张天祺分别标
上了“赖床、醒盹、挣扎、纠结、斗争、睡
吧、睡吧”，俏皮的话语提醒人们，这位
雷厉风行的“女汉子”，其实还只是一
个25岁的芳华女孩。

在赵巧莲和张天祺的集装箱宿舍
前，种有她们亲手移植的不知名小花，
在撒哈拉灼热的风中，依然美丽绽
放。“我们把这种花起名为‘非洲小
花’，它的生命力极强，撒下种、浇上
水，就能扎根绽放。”赵巧莲和张天祺
相视一笑，“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如同
‘非洲小花’一样，在维和事业中绽放
出属于中国女军人的风采。”
（本报苏丹达尔富尔 8月 26日

电）

上图：张天祺（左一）和赵巧莲在

维和任务间隙留影。 尚昌仪摄

绽放在达尔富尔的中国“姐妹花”
—联非达团中国女参谋军官的初心与梦想

■本报记者 宋 歆

本报刚果（金）布卡武8月26日电

李志强报道：当地时间 8月 23日，中国
第 22 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在
埃博拉疫区南基伍省布卡武市修复市
区至中国二级医院道路。

布卡武市区至中国二级医院这条
道路全长 5公里，是联刚稳定团南基伍

地区民事部门工作人员及中国二级医
院抢救生命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雨
季以来受损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当地交
通。接到道路修复任务命令后，中国工
兵分队派出了一支施工队伍，采取定点
维修的方式展开施工。任务中，官兵们
冒着埃博拉疫情、蚊虫叮咬、天气炎热

和疫情引发的骚乱等安全威胁，加紧进
行施工。

据了解，近期南基伍省布卡武市西南
的姆文加地区确认了两例埃博拉病毒感
染新病例，我维和部队已经全面加强了疫
情防控，实行严格的消杀措施，减少感染
病毒的概率。

我赴刚果（金）维和官兵在疫区抢修重要生命通道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应对紧急状况的主管官员迈克尔·瑞安8月23日在一个媒体吹风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

情自去年8月暴发以来已造成近2000人死亡。图为2019年8月5日在刚果（金）戈马拍摄的一名医务人员准备注射埃博

拉疫苗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记者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6日在谈到美方
最新加征关税措施时指出，中方根本不
吃威胁恫吓这一套，如果美方将有关措
施付诸实施，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正当
合法权益。

8 月 24 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

税率。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提
问时说，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就美
方最新加征关税措施作出了回应。美方
此举严重违背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践踏多边贸易规则，损害中美两国利益，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拖累国际
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完全是损人害己，
丝毫不具建设性。

“中方对美方这种赤裸裸的贸易霸
凌行径和极限施压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决不接受。”耿爽说，“我要再次提醒美
方，中方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

耿爽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
判形势，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将
有关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必将继续坚
决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我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记者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6日表示，中国
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即使所谓美
国企业撤出中国，自然会有别人填缺补
位，最终受损的还是美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
总统特朗普上周五发推特称，我命令伟
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
替代方案，包括从中国迁回美国并在美
生产。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说，美方有关言论发出后，美国
股市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美国各
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国际社会也对这
种极限施压的做法表达了担忧。

耿爽表示，中美建交 40年来，两国
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
益格局和互惠互利关系。强行让中美经
济“脱钩”，势必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危及国际
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这种做法与市场
经济规律相违背、与自由竞争规则相违
背、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违背，必将遭到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
质疑和反对。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内需已
经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发展运筹的空
间十分宽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已经
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与世界各国都建立

了紧密的联系，辗转腾挪的空间也十分
充裕。今年 1－5月，德国、韩国、日本、
英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100.8%、88.1%、
18.9%、9.2%，欧盟对华投资增长 29.5%。
“所谓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更像一句政治
口号，而不是务实举措。即使发生，自然
也会有别人来填缺补位，到头来受损的
还是美国。”
“中美经济‘脱钩’根本就不是缓解中

美经贸摩擦的良方，更不是解决美国自身
问题的出路。还是那句话，与中国经济脱
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世界脱钩，与未来
脱钩。还望美方多多听取各界意见，算清
利弊得失，切勿意气用事。”耿爽说。

我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所谓美国企业撤出中国

奉劝美方三思而行，切勿意气用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向外界警告

称，任何方面协助或允许已被英国海外

领地直布罗陀放行的伊朗油轮靠岸，可

能面临美国制裁。有分析认为，美在伊

朗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与欧洲盟友

挽救伊核协议的初衷相悖。加之近来美

国退出《中导条约》，试射导弹激起欧洲

安全“痛感”，恐将欧洲盟友越推越远。

一直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

相关方在伊朗问题上同美国存在明显

分歧。对美国而言，对伊“极限施

压”，可以达到搅乱海湾局势谋取地缘

政治利益的目的。而对欧洲而言，相

较于跟随美国制裁伊朗，与伊朗保持

合作反而能换取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

益。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能源需求

主要依靠从俄罗斯和中东进口。而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欧洲开始制

裁俄罗斯，特别是德国、波兰等更一

度将从俄进口原油数量“清零”。在这

种情况下，中东的“油源”弥足珍贵。

然而就在欧洲盟友极力挽救伊核协

议之时，美国却不遗余力游说盟国组建

所谓维护海湾地区航行安全的“护航联

盟”。截至目前，除英国外，欧洲盟友

应者寥寥。他们清楚“护航联盟”远非

名义上为商船护航那么简单，更像是美

国寻求一种政治站队、全面封锁伊朗的

工具，加盟意味着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全

面封锁和极限施压，同时可能会“激

怒”伊朗将自身置于危险的漩涡，因此

即便是盟友也不会轻易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率先发声

加入所谓的“护航联盟”，但此前也曾试

图撇开美国组建“欧洲舰队”。英国改弦

更张的背后是其既想谋求与美国加强“特

殊关系”、促成英美自贸协议，又想缓和

中东局势、维护伊核协议的矛盾心理。不

过，英国加盟并不意味着在伊朗问题上对

美亦步亦趋，直布罗陀当局不顾美国阻挠

释放被扣伊朗油轮便是有力例证。

此外，法德等欧洲大国对美国近

日退出 《中导条约》 后试射条约所禁

止的陆基巡航导弹的做法也是忧心忡

忡。据外媒指出，美国此次试射导弹

使用的是MK-41垂直发射系统，而其

在东欧一些国家导弹防御点部署的也

是这种发射器，这无疑增加了美将中

程导弹部署至中东欧地区的嫌疑。可

以预想，为应对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

导弹的可能威胁，俄罗斯方面势必会

做好对等回应准备以维护自身安全利

益。倘若美俄军事对抗升级，地缘上

与此密切相关的欧洲将直接被推向美

俄战略博弈的前沿。

有鉴于此，法德等欧洲大国对美国

战略不确定性忧虑加深的同时，也开始

未雨绸缪增强自身战略自主性。尤其在

“美国优先”大背景下，欧美在安全上

的紧密同盟基础正面临严峻挑战，欧洲

人可能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美欧同

盟容易同心难，欧洲未来发展与安全的

钥匙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美国优先”大背景下，欧美在安全上的紧密同盟基础正面

临严峻挑战—

同盟容易同心难
■陈伟鑫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
组织”8月25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伊
西部边境的一处据点当天遭无人机袭
击，造成该组织人员2人死亡、1人受伤。

声明说，2架无人机当天对安巴尔
省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加伊姆镇一处
“人民动员组织”据点实施袭击，造成
该组织人员 2人死亡、1人受伤，另有 2
辆车被毁。

目前尚不能确认这起无人机袭击
的实施者。

加伊姆镇官员纳齐姆·杜莱米当
天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这起无人机袭
击事件发生在该镇南部。

据报道，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的多处基地和军火库最近接连遭袭。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

列一架无人机 8月 26日晨空袭黎境内
巴勒斯坦政治派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阵线（人阵）一处设施，但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报道说，遭袭的人阵设施位于黎
巴嫩东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古萨亚地
区，以色列无人机共发射了 3枚导弹。
人阵武装人员用高射炮回击。

人阵指挥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
财产损失。

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对此予以
回应。

黎巴嫩军方 25日说，两架以色列
无人机当天侵入黎巴嫩领空并分别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坠毁和爆炸，造成
黎巴嫩真主党媒体中心大楼部分受
损。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警
告，今后将会击落任何侵入黎巴嫩领
空的以色列无人机。

（综合新华社报道）

左上图：8月25日，在伊拉克安巴

尔省，“人民动员组织”的武装人员站

在一辆被无人机摧毁的卡车旁。

右上图：8月25日，在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南郊，调查人员在无人机坠毁

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无人机频频升空 伊黎两国接连遭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