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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新德里9月8日电 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
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与印度国际大学
6日至 7日在印度西孟邦共同举办了中
印治国理政经验比较学术研讨会。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查立友在致
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今年也是印度独立72周年。中
印关系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良好势头。中

国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周边外交方针，同印方一道努力，持
续推进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本次研讨会主题包括中印治国理
政经验、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泰戈尔
与中印关系等。来自中印两国大学、智
库的 42名专家学者以及印度国际大学
师生、中印主流媒体代表等 200余人出
席了研讨会。

中印治国理政经验比较研讨会在印度举行

据新华社埃里温9月7日电 （记
者李铭）亚美尼亚“中国文化日”系列活
动7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开幕。

亚美尼亚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
部长阿拉伊克·阿鲁秋尼扬在开幕式上
致辞说，亚美尼亚“中国文化日”是根据
2017-2020 年中亚两国文化合作协议
举行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亚美尼

亚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
以这一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文
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今年的亚美尼亚“中国文化日”活
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驻亚美尼
亚大使馆、亚美尼亚教科文体部联合主
办，中国国家京剧院协办。活动于 9月
5日至 8日在埃里温举行。

“中国文化日”系列活动在亚美尼亚首都开幕

中国在文莱最大投资项目恒逸石化大摩拉岛综合炼化项目运营方9月7日宣

布，项目常减压装置已正式生产出合格产品，项目向全面投入商业运营迈出坚实

一步。图为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拍摄的恒逸石化大摩拉岛综合炼化项目设备。

新华社发

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月船 2
号”着陆器 7日凌晨尝试在月球南极软
着陆时突然失去联系。围绕着陆器现
状以及此次任务是否失败等外界普遍
关心的问题，印度官方仍未给出确切说
法。那么，“月船2号”究竟怎么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7日下午详细
还原了这一过程：着陆器是在距月球
2.1 公里的高度上开始偏离轨道，而后
着陆器逐渐加速至每秒 60 米的速度，
并在距离月球表面约 335 米时彻底失
去联系。专家推测，着陆器最终可能撞
击月球表面，但这一推测仍待证实。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突然失联？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专家认为，最可能的
原因是安装在着陆器一侧的 4个小型
转向发动机突然失灵并全部停止工作，
导致着陆器无法保持正常姿态。专家
正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一关键问题上。
“月船 2号”是印度第二个月球探

测器，项目总耗资约 1.2 亿美元。该探

测器重达 3800公斤，包括轨道器、着陆
器和月球车 3个模块，携带 10多个各类
研究装置。

目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专家正
试图获取和确定着陆器的具体状态。
他们正通过两个途径尝试，一是通过轨
道器携带的相机拍摄拟着陆附近区域，
希望能够捕捉到着陆器影像；二是努力
恢复和分析着陆器的飞行记录数据，希
望从中找到答案。

由于着陆器与轨道器的通信连接
是间歇性的，专家只能尽可能尝试再次
建立通信。

如果能够获得着陆器影像，科学家
们将在评估这些照片后，确定着陆器受
到了什么损害，以及着陆器和月球车在
未来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认为，尽管没有
最终登陆成功，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月船
2号”任务完全失败。如果将成功标准
和任务分割为几个阶段来看，至今“月船

2号”已完成90%以上的任务目标。
在着陆器损失之后，已经被放置在

预定绕月轨道上的轨道器仍将继续工
作。轨道器搭载的高分辨率光学相机
和多个先进科学仪器，可以为全球科学
界提供相关图像和信息，将丰富人们对
月球演化的了解。

在经历多次推迟后，“月船 2号”终
于在今年 7月 22日发射升空，8月 20日
进入月球轨道开始绕月飞行。9 月 2
日，“月船 2号”着陆器与轨道器成功分
离，开始朝月球表面飞行。按计划，“月
船 2号”应于 7日在月球表面实施软着
陆，而轨道器将继续在目前轨道上绕月
飞行。

印度 2008年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
测器“月船 1号”，获得了大量图像和探
测数据，但原计划运行两年的“月船 1
号”在 2009年 8月失联。
（据新华社新德里9月8日电 记

者赵旭）

印度“月船2号”怎么了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7日电（记
者汪健）叙利亚军方 7日发表声明说，
叙防空系统6日晚在哈马省摧毁两架、
截获一架来袭的反对派武装无人机。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军方声明报
道说，叙防空系统 6日晚在哈马省西
北部加卜平原地区拦截 3架载有炸弹
的反对派武装无人机，摧毁其中两架、
截获一架。声明说，这些无人机企图
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在当地的据点，这
起事件未造成政府军方面人员伤亡。

叙军方说摧毁两架截获

一架反对派武装无人机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7日电 （记
者刘阳、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 7日在
社交媒体上说，他曾计划 8日同阿富
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及塔利班代表
在戴维营秘密会晤，但因为阿富汗发
生针对美军士兵的袭击而取消会晤。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加尼和塔利
班主要领导人本计划于 7日晚间抵达
美国，参加在戴维营的会晤。“令人遗
憾的是，为了增加筹码，他们承认在喀
布尔发动袭击，这次袭击导致 1名美
军士兵和 11名其他人员死亡，我立即
取消了会晤并叫停了和平谈判。”美国
国防部此前表示，1名美军士兵当地
时间5日在喀布尔一次爆炸中身亡。

特朗普取消与阿总统

及塔利班的秘密会晤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9月 8日电

（记者陈文仙、尚昊）以色列国防军 7
日深夜发表声明说，当晚以军战机轰
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位于加沙地带的多个军事目标。

声明说，当日以军出动战机轰炸
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的
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当日来自加沙
地带的一次武装无人机袭击。

7日早些时候，一架武装无人机
从加沙地带起飞进入以色列境内，并
向一辆以军车辆投掷了一个爆炸装
置。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这是加沙
武装人员首次针对以军目标发射携带
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

多个哈马斯军事目标

走 进 维 和 待 命 部 队

贝鲁特当地时间9月7日上午，中国第18批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举行

安全保障演习。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近日在黎以边境“蓝线”附近

短暂交火，此次演习以联黎部队任务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为背景，重点检验中国

维和部队接收、营救、转移、安置联黎部队国际雇员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能力。

图为参加演习的我维和官兵严阵以待，准备出营“救援”。

孙 帅、牛彦澧摄影报道

我赴黎维和部队
举行安全保障演习

盛夏，阳光、沙滩、海浪……
你以为这是浪漫的海边度假？不，

这是陆军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的海训
现场。翻滚的浪花里，一个个矫健的身
姿时隐时现，他们当中就有我维和待命
警卫连的战士。

如果说，海训实现了战士们从“陆
上猛虎”到“海上蛟龙”的蜕变，那组建
维和待命部队则赋予了他们从普通一
兵到“蓝盔勇士”的可能。

两年前，正在调整改革中的该旅受
领任务，组建一支中国维和待命警卫
连。消息传来，官兵们既兴奋又激动。
或许是军人骨子里闻战则喜的血性得
到了激发，或许是维和战场的实战氛围
产生了吸引力，全旅官兵纷纷递交了申
请书。
“终于有机会实现心中的英雄梦

了！”战士杜世恺说，“能够走出国门，为
国争光，给我的军旅生涯添上光荣的一
笔，我感到特别自豪！”
“走出国门，代表的就是国家，我们

维和待命警卫连的官兵都是优中选
优。”该旅副参谋长杨昆鹏说，作为一支
有着光辉历史的部队，希望维和待命部
队的官兵能够把我们的优良传统传承
下去，在国外发扬光大。

的确，这支维和待命警卫连所在
旅，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
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前身是在塔山阻击
战中一战成名的“白台山英雄团”，不仅
战争年代战功卓著，和平时期在抗震救
灾、抗洪抢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表
现突出。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还将在维
和战场上再立新功。

走出国门，语言是最大的“拦路虎”。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从集中授课到

日常学习，为了解决这只“拦路虎”，全

旅上下可是下了一番功夫。除了每周
常态化的课程，官兵们还自觉将英语学
习融入日常生活和训练，他们人手一本
英语学习小册子，一有时间就翻两页，
学个单词或短语；训练时，指挥员会用
英语下达口令；课余时间，官兵们用简
单的英语聊天、做游戏……

除了语言，专业能力训练更是重中
之重。作为我军维和部队中的安全部
队，警卫分队面临着更多的危险。要提
升官兵自我防卫能力和分队整体防护
水平，只能靠平时严格细致的训练。“尽
管上级要求是按一级常规待命部队建

设，但我们在训练中都是严格按照联合
国维和标准模块执行，高标准严要求更
有利于提升官兵遂行维和任务的能
力。”杨昆鹏说。

遭遇武装袭击时怎么办？遭遇汽
车炸弹袭击时怎么办？遭受社会骚乱
波及时怎么办？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从
营区防卫到武装护卫、从要员护送到警
戒与搜查……在日常训练中，警卫连官
兵通过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从每一个细节着手，从难从严提高部队
遂行维和任务能力。

海边驻训携带的装备器材有限，但
官兵们就地取材，营造实战氛围，提高
了训练质量。满是沙子的训练场上，一
些战士胳臂上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眼，那
是旅里经请示上级机关，专门给维和待
命警卫连官兵配发的。那一抹中国红，
是荣耀，更是使命与责任。
“任务区那么危险，你会害怕吗？”面

对记者的问题，战士闵健飞坚定地说：
“不会！训练场上练好本领，维和战场上
就会更从容，我们为和平枕戈待旦。”

上图：维和待命警卫连官兵进行战

术训练。 潘 康摄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从受领任务那一刻起，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从难从严
锤炼部队遂行维和任务能力—

为和平枕戈待旦
■本报记者 徐 琳

英国议会上院9月6日通过一项旨在阻止

“无协议脱欧”的法案，要求如果英国和欧盟在

“脱欧”截止日期10月31日前没有达成协议，英

国首相必须向欧盟致信请求延期“脱欧”。该法

案将在呈交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后成为法律。

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8月末提出议会休

会请求并得到伊丽莎白二世批准。因此，9月3

日才结束夏季休会期的英国议会将于9月第二

周再次休会至10月14日。这天距离“脱欧”最

后期限10月31日，只剩下两周多时间。约翰

逊的计划是，欧盟理事会将在10月17日和18

日举行会议，英国议会可在此期间讨论“脱欧”

事务，然后在10月21日或22日进行投票。考

虑到此前，英国议会下院曾三次否决前首相特

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因此约翰

逊的“5天说服议会计划”可能并非意在“说

服”，而是打算以此将议会逼到墙角，迫使议员

们在最后期限前做出妥协。

但强行让议会休会，这一“险招”可能让约

翰逊面临政治风险。此前，为防止约翰逊通过

让议会休会的方式强行推动“脱欧”，英国议会

下院曾于7月18日通过一项明确反对这一行

为的修正案。另外，在英国议会请愿网站上，

已有超过100万名英国网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

字，反对议会休会。分析人士表示，反对党议

员还可能在9月中旬前发起对约翰逊的不信任

投票。如果不信任投票通过甚至最终导致提

前大选，英国政坛将更加混乱，“脱欧”之路将

更加艰难。

尽管反对声音众多，约翰逊仍执意如此，

这符合他在“脱欧”事务上一贯强硬的政治主

张。然而，态度强硬并不一定能减少问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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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带来更多挑战。除了要应付英

国议会外，约翰逊还面临欧盟的阻力。

约翰逊声称要删除协议中关于北爱尔

兰边境的“备份安排”，欧盟则坚持不对

协议中有法律效力的部分做任何调

整。目前来看，英国最终“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而英国在“无

协议脱欧”状态下所需的与各贸易伙伴

的新贸易安排，其谈判压力远大于存在

过渡期的“有协议脱欧”。

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的贸易活动

主要在现有的约40个欧盟贸易协议框架

内进行，英国与美国甚至都没有双边贸

易安排。去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致力

于与贸易伙伴签署贸易连续性协议，以

“复制”并维持现有的贸易优惠条件。因

为重新进行贸易谈判并不容易。以与美

国谈判为例，虽然约翰逊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私交不错，但美国政府只负责谈判，

批准协议的却是美国国会。而国会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已表示，一旦英国由于“无

协议脱欧”导致爱尔兰岛上出现“硬边

界”，民主党不会支持与英国的任何贸易

协定。此外，正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

说，英国“态度急切、没有筹码、处于弱

势”，很难达成于英国有利的新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表示，

如果英国政府需要更多时间说服议会，

“脱欧”期限可以延迟。“脱欧”会否继续

“拖”下去，博弈的关键期就在接下来的

这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