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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军情

中国与非洲，两大历史灿烂的古老
文明，两片升腾希望的发展热土，虽相隔
万里，却命运相连。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
典范。”一年前，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为新时代中非关
系发展擘画新蓝图，指明新方向。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
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一年来，中
国与非洲携手并肩、同心同向，沿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阔步前行。

真实亲诚，让梦想成真

马达加斯加蛋农亨德里亚玛南亚
哈·昂亚，每天要向首都塔那那利佛运送
数以千计的新鲜鸡蛋。进城的路只有
10多公里，他却要花上 1个多小时。路
面颠簸不平，近 10%的鸡蛋破损率让昂
亚颇为发愁。

去年 10月，一条由中国政府援建的
公路修到了昂亚家门口。路通了，致富梦
更近了。“我期待路能尽快修好”，昂亚已
开始盘算，怎样把自家的生意做得更大。

帮助非洲发展、造福非洲人民，是中
国始终不变的初心。2013年 3月，习近平
担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非洲，提出真实亲
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新时
代中非友好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
前，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重申承诺：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

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
国发展快车。”
——“凡是答应非洲兄弟的事，就会

尽心尽力办好。”
……
真心真意，实实在在，亲如一家，坦

诚相待。从中国教官为饱受战乱之苦的
中非共和国培训总统卫队，到中国“光明
行”医疗队为布基纳法索白内障患者实
施免费手术；从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
让赞比亚 500个村庄 10000 户家庭看上
免费卫星电视，到中国公司为近千名尼
日利亚公务员提供电子政务培训……一
年来，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台台手术、
一场场培训，给非洲民众的生活带来看
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真实亲诚成为中非
合作更加鲜明的底色。

卢旺达总统顾问基蒙约感慨地说，与
中国之间的合作，推动了经济发展，给很
多人带来了实惠，中非伙伴关系意味着
“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多的选择与自由”。

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
面对一些人对中非合作的指责和抹

黑，不少非洲有识之士主动站出来批驳
所谓“债务陷阱论”“新殖民论”等不实之

词。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奥斯曼表示，中
非合作建立在平等、尊重与互利共赢的
共识之上。布基纳法索外交与合作部秘
书长塞杜·辛卡说，中非关系没有任何强
迫的属性，中国已用行动证明自己是非
洲的真朋友、真伙伴。

八大行动，让梦想多彩

今年 9月，即将年满 18岁的卢旺达
小伙迈克·曼齐将作为卢旺达首个电子
商务本科班的学员，到中国杭州求学 4
年，学习电商管理经验。去年 10月，卢
旺达政府宣布与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共建
非洲首个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中
心，人才培养是这一项目的关键一环。

中国的美食美景、历史文化让曼齐
充满好奇，更令他期待的是，学成之后为
卢旺达电商发展燃起“星星之火”。在曼
齐看来，“电商将成为卢旺达融入全球发
展的入场券”。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
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
平安全——一年前，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八大行动”。继
续巩固中非合作传统优势领域，同时积极
拓展合作新空间，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
间中非合作的路径图清晰可见。

言必信，行必果。成立中国非洲研究
院，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
协调人会议，举办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
览会，主办首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一
年来，一件件中非合作的“大事”“喜事”，
见证了中国实施“八大行动”的诚意，实现
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行动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越来越多的普通非洲人因为
“八大行动”、因为中非合作，拥有更加五
彩斑斓的梦想、更多发展可能的未来。

去年 11月，摩洛哥酒商马蒙·萨耶
带着自家葡萄酒品牌，前往上海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中国为代表
的亚洲市场将成为我们主要出口目的
地”，中国市场对摩洛哥葡萄酒的热情让
萨耶备受鼓舞。

今年年初，因为改种中国水稻收入
大增，马达加斯加稻农拉奈弗马纳纳·乔
治搬进了新房。不久前，中国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海外唯一的分
中心落户乔治家乡，这位年逾半百的稻
农现在成了中国水稻的“超级推广者”。

在科特迪瓦外长塔诺看来，“以人民
为中心”是“八大行动”计划的核心理
念。减贫发展，就业创收，安居乐业……
“每一项都充满诚意，每一条都是干货”。

携手同行，让梦想行远

6 月的长沙，在首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框架下举行的一场投资合作推介会
上，科特迪瓦国家技术和发展研究所秘
书长阿达姆·耶欧特地准备了一份长长
的投资项目清单。从咖啡豆、腰果、香蕉
种植到水电和数字化项目，耶欧希望更
多中国合作者到科特迪瓦投资，帮助当
地百姓脱贫致富。

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全球经济
增长投下长长的阴影之时，红红火火的
中非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图景中一抹亮
色。这场为期 3天的博览会，53个非洲
国家的代表慕名而来，最终达成 84项合
作文件、总金额208亿美元……

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
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相似的
历史遭遇、相近的奋斗历程、相通的发
展任务，让中非跨越时空阻隔，成为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步入新的世
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非更加紧密携
手，为构建更加包容、公正的国际秩序
共同努力。
——做开放合作的引领者，为共赢

发展树立典范。
中国连续10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对非累计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中
非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果，非洲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方较为集中的
大陆；产能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蓄
势待发，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合作蓬勃开
展……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中
非经贸合作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强劲发展势头。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
到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
——做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为国际

秩序注入正能量。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

问题，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国际舞台共同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合理诉求和正当权益……一年
来，中非频密互动，面对新问题新任务
新挑战，共商对策、协调行动。今年 6
月，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的
中非领导人会晤上，中非共同发出携手
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推动国
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的坚定声音。

南非外长潘多尔表示，南非乃至整
个非洲大陆都将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
成为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的伙伴。卢
旺达总统顾问基蒙约更是认为，中非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正在“重新定义着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每一部磅礴的乐章，都由一个个动
人音符构成。有了 26亿多中非人民积
极参与支持，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的事业定将生机勃勃，中非
关系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刘

锴、杨骏、卢苏燕）

携手铸就非凡梦想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周年之际

走 进 维 和 待 命 部 队

有那么一些瞬间，记者不由有些错
觉，以为自己又来到马里，又来到中国
赴马里维和部队营区。

从机场到格尔木市区途中，车窗外
掠过一道道黄色的风景，让记者想起马
里加奥的漫漫黄沙。在车上，官兵向我
展示墙一般沙尘暴的照片时的神情，像
极了赴马里维和官兵向我介绍沙尘暴
时的样子。

行至营门前，沙袋和拒马交错隔
出好几道障碍；营门两侧，立着喷涂
有 UN 标志的哨位；门垛上，则书有
“忠实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
标语……

在头戴蓝盔的哨兵的英文口令声
中，车子驶入中国维和待命运输分队营
区。迎面竖着两根旗杆，旗杆上飘扬着
五星红旗和联合国旗。

走进营房，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张贴
着关于联合国维和纪律、任务区民俗风
情的展板。

这里就是位于青海格尔木的中国
维和待命运输分队营区。该分队由西
藏军区汽车运输某旅受命组建。
“像，很像维和部队营区！”听到去

过维和部队采访的记者这般评价，分

队军事组组长曹元宝介绍，这是他们
建设“模拟维和营区”的一些初步尝
试，今后他们要超越“像”维和营，做到
“是”维和营。

在曹元宝看来，建设“模拟维和营
区”，应在“软”“硬”两个方面着手。“硬”
的方面包括维和展板、联合国旗帜等的
张贴、悬挂；“软”的方面则是官兵执行
维和任务能力的提升。

记者翻看分队的训练计划表，“维
和英语学习”“营门防卫”“运输途中防
卫”“紧急撤离时的行动”……与维和相
关的字眼不断映入眼帘。

看着分队如今建设得有模有样，谁
又知道，官兵们也曾有过一段手忙脚乱
的日子。分队组建伊始，由于没有维和
经验，官兵们不知从何着手，于是，他们
一边邀请曾在利比里亚执行过维和运
输任务的部队介绍经验，一边结合自身
特点探索建设维和待命部队。

分队特种运输排排长邓旭东对此
深有感触。他介绍，去年为了迎接联合
国的考核评估，分队在格尔木南郊建设
了训练场，负责训练驾驶演示课目的
他，刚开始还摸不太清联合国的标准是
什么。

“不知道标准，就按照最高标准
来！”为了训练车辆排面，邓旭东拿着尺
子卡，找点找速度，像训队列一样练驾
驶。
“车辆反复碾压的戈壁路，垮了一

层又一层，沙子泥土填了一遍又一遍，
路面越来越坚实，官兵们的能力也越
来越扎实。”邓旭东不无自豪地说，考
核评估中，当车辆齐刷刷通过弹坑路、
涉水路，完成 S形穿杆等课目时，联合
国官员甚至一度紧张得说“慢点，慢
点”。

对战士石海成来说，营门防卫、难
民疏导、汽车炸弹袭击，这些曾经离得
很远的词，如今已成为了他练了一遍又
一遍、习惯得不能再习惯的日常。他知
道，他训练的这些课目，总有一天攸关
生命，攸关和平。

踏上归程，记者仍然觉得，加奥与
格尔木有些像，都有贫瘠土地，都有滚
滚沙尘。更重要的是，在加奥，活跃着
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身影；在格
尔木，锻造着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
的力量。

上图：维和待命运输分队官兵进行

宣誓。 路前进摄

滚滚沙尘中，锻造着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格尔木有个“维和营”
■本报记者 庞清杰

本报马里加奥 9月 3日电 孙

伯语报道：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正在马里加奥执
行任务的中国第 7 批维和警卫分队
组织升旗仪式，培养官兵爱国主义

精神。
6 时许，擎旗手昂首阔步走向旗

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国旗下，头戴蓝色贝
雷帽的维和官兵军容严整，精神抖擞，

向五星红旗致以崇高的敬意，整个仪
式庄严而肃穆。升旗仪式后我维和官
兵表示，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环境，忠实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
使命。

我第7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组织升旗仪式

9月3日，经过数个昼夜的连续航行，我海军第33批护航编队在南海南部海域进行首次海上补给，负责补给的是今年3

月刚刚入列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此次补给是该舰首次在远海大洋上为新型主战舰艇进行综合补给，有

效检验了与其它舰艇的协同配合能力。 李银川摄

“感谢你们的专业治疗！”

近日，塞内加尔战斗营士兵迪科

在从马里轮换回国前，再次来到联马

团中国二级医院，向为他做手术的中

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军医告

别。不久前，他因右手摔伤来到中国

二级医院就诊，经检查确认骨折后，医

生对他的右手进行了手术，目前恢复

良好。

图为拆线时，迪科对为他治疗的

中国军医竖起了大拇指，并说：“感谢

你们的专业治疗！”

张铁梁摄影报道

俄提议北约暂缓
部署中短程导弹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日电 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2日说，俄方已向北约国
家发出集体暂缓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提议。

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当天在莫
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发表讲话时说，
俄方已把自愿暂缓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想
法告知北约各成员国，建议它们集体响
应这一提议。

俄称美国挑衅伊朗
破坏核不扩散机制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日电 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 2日在莫斯科与伊朗外
长扎里夫举行会谈后说，美国试图对伊
朗发起挑衅，破坏核不扩散机制。

扎里夫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
做法打击了整个国际法体系。若伊方不
能抵制这种做法，伊核协议将不会是美
方行动的唯一牺牲品。

阿首都遭汽车炸弹
袭击致16人死亡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3日电 阿富

汗警方 3日证实，2日晚间首都喀布尔的
一处外国人居住区遭汽车炸弹袭击，造
成16人死亡、119人受伤。

喀布尔警察局发表声明说，2日 21
时 45 分左右，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在
喀布尔第九警区的“绿村”外被引爆，
一处加油站也受波及起火爆炸。

本报苏丹达尔富尔9月2日电 熊

家磊、杨邦照报道：当地时间 9月 2日，
中国第 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
分队圆满完成联非达团法希尔超级营
地防御设施升级改造任务，有效改善了
营地巡逻警戒环境，提升了营地应对安
全风险的防卫能力。

针对当地特殊的安全形势，以及营

地周边原有防御沙箱掩体点位少、且经
高温暴晒雨水冲刷损毁严重等问题，为
有效应对潜在的安全风险，保障超营内
人员和物资安全，联非达团决定升级改
造法希尔超级营地周边防御设施。接
到任务后，我维和工兵分队克服雨季天
气高温湿热、多点同时展开任务等矛盾
困难，对沙箱掩体进行重新选址构筑。

历经40天的奋战，96个火力掩体全部通
过联非达团工程部门验收。同时，分队
还主动平整了近3000米的巡逻道路。
“中国工兵分队以一如既往的专

业、高效、优质的施工保障理念，为法希
尔超级营地构筑起一道既坚固又美观
的安全屏障。”联非达团工程处处长尤
纳斯这样评价。

我第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完成联合国超营防御设施升级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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