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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让我刻骨铭心的照片，是
2015年从战火中的也门撤离同胞行动
期间拍摄的。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的
思绪都会回到那紧张的10个昼夜。

那年 3月 26日傍晚，亚丁湾像往常
一样平静，夕阳在海面洒下一抹金色的
余晖。第19批护航编队的临沂舰正保持
战备状态，为一艘外籍商船伴随护航。

突然，临沂舰接到上级命令：“暂停
护航任务，立即向也门外海高速机动，
听令执行撤运我国公民任务！”

舰艇随即调转航向，全速驶向亚
丁港。

当时，也门战乱已持续了近一周时
间，车站机场全部关闭，与外界通讯几近
中断，港口成为人员撤离的唯一选择。

由护航状态转入撤离任务准备状
态后，临沂舰迅速完善舰艇靠泊、人员
核准登舰、舰艇安全警戒、生活保障、卫
生防疫等方案。作为舰上为数不多的
女兵，我主动请缨加入安检队。

得到批准后，我心中既兴奋又紧
张。兴奋的是将要执行这么光荣而重
要的任务，紧张的是第一次亲历战火。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一遍遍在脑海
中演练安检流程，模拟突发状况的应急
处置……

3月 29日中午，临沂舰驶入也门领
海。此时，战火已经蔓延至港外，附近
硝烟四起，到处是枪炮声、爆炸声。数
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武装快艇在海面上

高速穿梭。根据命令，临沂舰所有武器
系统都处于战斗状态，大家各就各位，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在码头焦急等待的同胞们，见到祖
国的军舰驶入码头，立刻爆发出一阵欢
呼声。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激动地高
喊：“祖国万岁！”

这一幕，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意
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知道，我们的
任务就要开始了。

时间就是生命，晚一分撤离，就多一
分危险。临沂舰靠岸后，荷枪实弹的特
战队员们迅速冲下舷梯，对码头实施检
查封锁，将待撤离人员紧紧护在身后。

分组、登记、安检……在密集的枪
炮声中，我们迅速而仔细地核对 124名
中外公民的个人信息，同时对人员和行
李进行严格检查。我们给自己定的标
准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
错，一样都不能损。

39 分钟后，待撤离人员全部登舰
完毕，军舰随即驶离码头。

此次任务期间，有一个小女孩跟在
父母身后走着，可能是因为追赶大人的脚
步太着急，被地上的缆绳绊了一下。出于
保护小女孩的本能，我赶紧跑上前帮忙。

她看到我后高兴不已，伸出小手紧
紧拉住我，我就牵着她的小手，一路微
笑同行。这暖心的一幕，被战友熊利兵
顺手拍下，永远定格。

上舰后，小女孩忽地转过身对我敬

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笑着说：“长
大后我也要当海军！”我的眼眶湿润了，
也许这就是我们逐梦深蓝、担当使命的
意义所在吧。能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什
么，再苦再累都值得。

这时，一位同胞高声唱了起来：“五
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
你自豪……”很快，周围的人纷纷加入进
来，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也情不自禁地
跟着唱了起来，眼泪伴着歌声夺眶而出。

4月 2日，也门局势进一步恶化，临
沂舰受命再次靠泊亚丁港，撤离 225名
外国公民。

交战区就在港外，甚至站在甲板上
就可以清晰看见远处倒塌的房屋以及
爆炸后升起的浓烟。而码头上，等待安
检的外国公民早已热泪盈眶，高举双手
竖起大拇指欢呼“感谢中国！”

由于语言和宗教习俗等因素，人员
身份核对甄别的工作量很大。编队立
即调整部署，将身份核对点增设至 3
个，采取快速甄别、人箱分离等措施，提
高人员核查和登舰速度。

突然，临沂舰舰艏前方大约 5公里
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又有一
颗流弹打在距泊位只有 20米的码头塔
吊上。

情况紧急！也门的引水员焦急地
催促：“快！快！快！”

枪炮声里，舰员们始终保持冷静，
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在核对一名外

国公民的护照时，我们发现他的护照号
码与事先得到的号码不符。护照上的
尾号是“1”，而登记的尾号是“2”。后
来，经过一番紧张沟通，最终核实相关
信息后，才予以放行。
“中国海军官兵的工作太出色了，

组织得很有序，计划非常合理。”巴基斯
坦公民阿必都激动地说，“你们真是帮
了我们大忙！”

4月 5日，刚刚把这些外国公民撤
离至吉布提港，临沂舰又接到命令，第
三次赶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外公民任务。

全舰上下再次动员起来，安排住
舱、制订食谱、细化分工……刚刚把自
己床铺恢复好，还没来得及睡个囫囵觉
的舰员们，再一次把收拾一新的铺位腾
了出来。正准备靠港期间休息的炊事
班，也全部投入到餐饮准备工作中。

短短几天，临沂舰三赴战火纷飞中
的也门，将 14个国家的 432名中外公民
安全撤离到吉布提港，圆满完成任务。
在战火的考验面前，我们用实际行动立
起了新时代中国海军官兵的良好形象，
展现了大国海军的责任与担当。
（李昊、本报记者陈国全采访整理）

图①：也门撤离中外公民任务中，
郭燕“大手牵小手”。

图②：登舰前，中外公民在码头欢呼。
图③：待撤离人员陆续登舰。

熊利兵摄

临沂舰三赴战火中的也门，将14个国家的432名中外公民安全撤离。这其中，随舰执行任务的我和一个中国小

女孩牵手的照片，引发广大网友点赞。我知道，让大家心潮澎湃的，是照片传递出来的伟大祖国的温暖与力量—

在纷飞战火中感受“祖国万岁”
■海军临沂舰观通部门报务兵 郭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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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刚果（金）布卡武9月22日电

王玺、记者孙阳报道：当地时间 22日 18
时，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医疗分队
分别在中国半岛营区和布卡武营区完成
指挥权交接仪式，第23批赴刚果（金）维
和部队正式接替第 22批赴刚果（金）维
和部队，开始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由第 23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
队 90名官兵、医疗分队 20名官兵组成
的第一梯队，于 9月 20日乘坐伊尔-76
军用运输机飞抵任务区后，迅速部署到
各任务点。这也是我国首次使用军机
向刚果（金）任务区运输部署维和部队，

检验了我军远程空运投送能力。
第 22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医

疗分队出色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全体官兵获颁联合国维持和平勋章，按
计划陆续分批回国归建。

1999 年 11 月，根据安理会第 1279
号决议，联合国设立了联刚特派团（后
改称联刚稳定团），开展在刚果（金）的
维和行动。2003年 4月，中国派出首支
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医疗分队参与在
该地区的维和行动。联合国在刚果
（金）的维和人员超过两万人，是联合国
目前正在开展的最大规模维和行动。

我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完成第22次指挥权交接

新华社联合国9月21日电 （记者林
远、马建国）在 20日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招待会上，多位联合国高官和其他国家驻联
合国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对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作出的贡献。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很高

兴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联合国负责维和
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他想借此机会向正在世界各地
工作的中国维和人员说声“谢谢”。

他说，中国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维护治
安、开展基建、改善民生，对维护世界和平作
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有中国提供的帮
助，联合国才能高效地在全球开展维和工
作。

联合国负责维和外勤支助事务的副秘
书长哈雷表示，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
国中最大的维和行动出兵国。联合国非常
感谢中国所作的贡献，希望中国未来继续参
与联合国等多边体系各领域行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表示，
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一些非常重要的目
标，例如到 2020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左右等，
这些目标对儿童都大有裨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中
国不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为未来发
展打下了牢固的工业和服务业基础”。他
说，中国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努力和对教育的投入，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
益经验。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近
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已成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他说，俄中关系建
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之上，是当今动荡
世界中的稳定因素。俄中通过在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的密切协作，共同维护以《联合国
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乌马罗夫
说，70年来，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当今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进
步和繁荣，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这一倡议。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告诉记
者，“一带一路”倡议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
义，巴基斯坦为参与这项倡议感到非常高兴
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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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俄罗斯媒体发表了一篇

有关无人机配备巡航导弹的报道，该报

道指出：俄国防部决定在西部军区和南

部军区各组建一支新式“猎人”隐身无

人攻击机部队。新部队将于2024年组

建。俄方此举无疑表明其加大对该领

域投入力度的决心。

现代战争中，运用无人化武器是一

个重要特点。无人机凭借其人员零伤

亡、机动灵活、隐蔽性能突出、作战效能

高等特点，在战场和破坏行动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各国军方争相

研制的重点。有预测认为：无人机不仅

会在未来战场上与有人机并肩作战，甚

至有可能取代有人战斗机执行作战任

务，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力装备。近期，

无人机频频升空，从伊黎两国接连遭袭

到沙特石油设施被炸，似乎也预示战争

模式将加速改变，无人机愈发成为战争

利器。

近年来，俄罗斯各军兵种都在建设

无人机部队也佐证了这个趋势。此次

报道中提到的“猎人”可谓是其明星产

品之一。据悉，“猎人”是俄军首款国产

飞翼式重型无人战机——飞翼的隐身

设计确保它不容易被雷达发现，可以在

距离出发点很远的地方执行作战任务，

其有效载弹量几乎不逊于现代有人战

斗机。另外，俄军方还在为该机研制数

种专用空对空及空对地弹药，并对之前

被外界一度指责的发动机尾喷口非隐

形也进行了处理改进。

另外，对俄罗斯而言，面对美国无

人机作战研发的迅猛势头，俄罗斯自然

不能示弱，加之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围堵

战略，不断在俄周边部署各种先进防空

系统，导致俄方在西南方向上面临的空

中压力也在持续增加。

不仅如此，俄罗斯的邻国也开始追

求高端战机。据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

的消息称，美方批准向波兰出售32架价

值65亿美元的F-35战机。如此看来，

俄罗斯目前所拥有的四代战机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况且苏-57之类的五代战机

数量尚且不足，俄罗斯要与周边的空中

威胁进行有效对抗就不得不另辟蹊径。

不难看出，倘若未来“猎人”正式服

役，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俄空军先进战

机“青黄不接”的窘境。另外，根据目前

俄方公布的资料可以推断，“猎人”已经

具备部分五代战机的功能，拥有隐身以

及对空和对地的攻击能力。更有消息

称，俄军计划将苏-57和“猎人”整合成

一个体系，届时两者将共同执行任务，

通过数据链共享战场信息，无人机将配

备人工智能系统扮演“智能僚机”的角

色，对苏-57指定的目标进行自动攻击。

这样看来，在苏-57还没有大规模

装备俄军之前，用造价相对较低而且不

会产生人员伤亡的“猎人”无人机来制衡

周边势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正如此次

报道中，俄罗斯军事专家安东·拉夫罗夫

所说，“猎人”可突破敌军防空系统，将提

高俄军击退外敌侵略的能力。

面对美国无人机作战研发的迅猛势头，俄罗斯自然不能示弱—

俄加速组建隐身无人机部队
■兰顺正

本报贝鲁特9月22日电 彭希、

孙帅报道：9月 21日晚，中国第 18批赴
黎巴嫩维和部队在中国营举办“中国国
际夜”文化美食活动。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 20余个出兵国维和人员，当
地政府官员、市民以及中国驻黎巴嫩大
使馆武官和华人华侨等700余人参加。

夜幕降临，绚丽的烟花划破天空点
燃欢乐的气氛，活动在独具中国特色的
锣鼓表演《鼓贺今宵》中拉开序幕。随
后，威风凛凛的醒狮舞动，灵动飘逸的
汉字书写，刚柔并济的中国功夫，轻盈
优美的舞蹈以及笛子、葫芦丝乐器演奏
等充满中国元素的节目轮番上演，博得
观众阵阵喝彩。

在美食品尝环节，我维和官兵精心
准备了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美食，同时
在美食区设置中国传统茶艺展示和古
筝表演，让外国友人充分领略中国文化
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感谢中国维
和部队让我品尝到如此美味的中国
菜。”马来西亚步兵营上尉托比在与我
维和官兵的交流中表达了内心的喜悦。

第 18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政
工副分队长沈燕喜介绍，走出国门，维
和官兵不仅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光
荣任务，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
责任和义务。“中国国际夜”的成功举
办，可以让维和友军和当地民众更加了
解中国、热爱中国。

我赴黎维和部队举办“中国国际夜”文化美食活动

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唱响”和平主题活动。图为活动现

场。

新华社发

国际和平日
“唱响”和平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21日电 （记
者马骁、穆东）伊朗军方 21日在德黑
兰展出其今年 6月击落的美国RQ-4
“全球鹰”无人机残骸。

同时展出的物品还有伊朗军方此
前截获的美制 MQ-1“捕食者”无人
机、RQ-170“哨兵”无人机，以及击落
的“全球鹰”无人机防空导弹系统。

伊朗展出被其击落

的美“全球鹰”残骸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9月21日

电 （记者易爱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 21日在伊斯坦布尔表示，土方在叙
利亚东北部靠近土边境地区建立“安
全区”的准备工作就绪。

埃尔多安此前宣布，如果与美国
就在叙利亚东北部靠近土边境地区设
立“安全区”的谈判没有进展，土方将
于 9月底自行启动在叙利亚建立“安
全区”的行动。

土耳其说在叙建立

“安全区”准备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