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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提议集安组织

优先完成六大任务

据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28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总统普京 28日在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理事
会会议上提议，集安组织优先完成六
大任务，包括落实安全战略、提高作
战及研判能力、反恐、扫毒、维和、国
际合作等。

集安组织峰会28日在比什凯克举
行，其间举行了集体安全理事会会议。

欧洲航天局获批

史上最高预算

据新华社马德里 11月 28日电

欧洲航天局 28日获批“史上最高”预
算，总额达144亿欧元。按照欧航局的
说法，这项预算旨在确保欧洲在本世
纪 20年代能够独立进入和利用太空，
并在宇宙探索方面获得突破性发现。

此外，欧航局获得支持的重点项
目还包括欧洲宇航员登月，建造可重
复使用的航天器，参与建设月球轨道
平台，引力波、黑洞和小行星探测等。

法呼吁北约盟国更多参与

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

据 新 华 社 巴 黎 11月 28日 电

（记者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 28日呼
吁北约盟国更多参与在非洲萨赫勒地
区的反恐行动。

马克龙当天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
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马
克龙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13
名法国军人近日在马里的反恐行动中
因直升机相撞事故身亡，法国将重新
考虑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战略。

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一个宽 320公里至 480公里的区域，
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
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联邦

议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警告欧洲不

要对中国采取孤立、隔离的态度。她认

为，孤立和隔离这种“冷战”时代的做

法，不适用于处理今天的对华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出于

各自政治目的不断鼓吹兜售“孤立”“冷

战”等概念。欧洲这个曾经的冷战前沿，

对冷战的危害记忆犹新。理性的人们，

自然会对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感到反感。

默克尔说的大实话，是对历史教训的理

性反思，反映了欧洲大多数人的看法。

对冷战和对抗思维的反感与批判，

不仅仅出现在欧洲，而是国际社会的主

流声音。长时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各国相互融合越发深入，

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从中

受益。一些鼓吹冷战思维的政治势力，

逆大势而行，试图撕裂这种融合进程。

冷战思维要把世界割裂成彼此对立

的阵营，并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对于这

种做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国领导人

明确表示反感。对鼓吹所谓经济、科技

“脱钩”，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脱离现实。

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开放持

续深化，是任何希望持续发展的国家不

愿放弃的合作伙伴。频繁访华的默克

尔，“每年至少访问一次中国”的马克龙，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大利，深

入发展的“17+1”合作机制，无不表明欧

洲人希望深化对华务实合作。当前欧洲

经济活力不足，面临来自美国在贸易问

题上的打压，发展对华互利合作是符合

欧洲利益的务实之举。一些抱持“冷战

思维”、煽动“中国威胁”的势力，定然阻

挡不了这种带来共赢的合作。

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是时代潮流、

人心所向。鼓吹“孤立”“脱钩”，企图搅

动冷战沉渣，只会被时代抛弃，进入历

史的垃圾堆。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
郑汉根）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出于各自政治目的不断鼓吹兜售“孤立”“冷战”等概念。
默克尔表示，这种“冷战”时代的做法，不适用于处理今天的对华关系—

关于“冷战”，默克尔说了句大实话

据 新 华 社 坎 帕 拉 11月 29日 电

（记者张改萍）2019 年“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与发展会议”28日至 29日在乌干达
首都坎帕拉举行，来自中国、非洲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 150 多名代表与会，交流减
贫和发展经验。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会
上发表主旨演讲说，要使非洲大陆数百
万人摆脱贫困，需统筹规划发展商业性
农业、工业化、服务业和信息通信技术四

个关键领域。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特别顾问加

瓦纳斯表示，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
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在支持非洲联盟规
划基础设施、推动区域一体化、创造贸易
和就业机会，以及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
减贫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始于 2010年，
旨在促进中非减贫与发展交流合作，2015
年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总体框架。

“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聚焦非洲减贫

“杨，我能和你一个组吗？”在“熊
猫袋鼠-2016”中澳陆军联合训练开
始前，澳方参训下士马克主动提出跟
我组队，他说：“我觉得你们做什么都
很厉害，我们都想与中方队员组队！”

面 对 马 克 的 提 议 ，我 会 心 一
笑。我明白，正是我们在前期“科瓦
里-2016”中澳美三军联合训练中的
抢眼表现，赢得了外军官兵的尊重
和认可。

2016 年 8月，我与战友们来到澳
大利亚，先是参加“科瓦里-2016”中
澳美三军联合训练，后又参加“熊猫袋
鼠-2016”中澳陆军联合训练。
“科瓦里”联训中，中澳美三国陆军

各派出 10人参加。30名参训人员，要
混编成3组，完成动植物识别、危险动物
防范、庇护所搭设等18个课目。

最初，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原
因，美澳两国军人很快打成一片，但跟
我方队员交流较少。

预前训练时，外军参训队员制作
的工具奇形怪状且不实用。美方一名
队员制作的叉子酷似鳄鱼爪子。相比
之下，我和战友不仅速度快，而且制作
的工具精良实用。我们当时制作的鱼
笼、应急武器、刀叉勺等，甚至被澳大
利亚陆军北方司令部收藏，作为野外
生存训练的样板教具。

这样的表现，让外军官兵佩服，开
始主动和我们交流互动。

联训开始后，在野外取水问题上，
三国参训队员产生了分歧。尽管大家
一致同意采用蒸馏法取水，但在具体
操作上各有主张。我们认为美澳两国
队员的办法效率低，于是设计了一套
蒸馏系统。

尽管遭到反对，但我和队友坚持
进行试验，结果 1小时就成功收集了

两壶水。看到我们的取水方法又好又
快，外军队员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并最
终采用了我们的取水方法。

野外生存训练是一项综合性检验
课目，不仅考察个人的野外求生技能，
还考验团队的协作能力。在该课目
中，我和队友们通过自己设置的陷阱，
第一天就抓到 1只袋鼠和 1只乌龟，别
的组有的只抓到几条小鱼，有的一无
所获。我们设置的捕猎装置，后来又
陆续抓到 4只袋鼠，创下了这一联训
的捕猎纪录。

实力是最好的名片。从冷淡到热
情，从质疑到钦佩，我们用出色的表
现，让外军参训队员刮目相看。
“科瓦里”联训结束后，我们紧接

着与澳方举行“熊猫袋鼠”联训。
因为有了“科瓦里”联训中的了解

和配合，进行皮划艇项目分组时，几名澳
方队员主动提出与我一组。在三天三
夜的皮划艇训练中，我所在的组配合默
契，操作顺畅，一路遥遥领先。我清楚记
得，有一位澳方队员，在划到一半时还向
教官请求与我们中方队员合作。

联训结束后，联训总指挥、澳大利
亚陆军第二师副师长达明·坎特维尔
评价道：“中国军人勤奋、乐观，适应能
力强，完成任务好，是我见过最具团队
精神的优秀军人。”

参加联训的经历，让我更加明白，
作为一名军人，只有依靠实力才能赢
得尊重。联训结束时，马克把精心准
备的一套配饰送给我留作纪念。我
想，这是对我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军人
的认可。
（本报记者陈典宏、庞清杰，通讯

员黄远利采访整理）
下图：杨显煜（右一）与外军队员

制作捕猎工具。

在国际联训舞台上，我和战友用出色的
表现让外军官兵刮目相看—

赢得尊重凭实力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十一连连长 杨显煜

本报南非开普敦11月29

日电 特约记者王冠彪报道:
当地时间 28 日至 29 日，中俄
南非三国海上联演在开普敦
港附近海域，举行副炮对海射
击、直升机互降、解救被劫持
船只和营救遇险船只等课目
的实兵演练。

在 28 日举行的副炮对海
射击课目演练中，伴随一阵炮
声，潍坊舰副炮一举击沉水面
上的靶标，顺利完成演练。随
后进行的直升机互降课目演
练中，潍坊舰担任三国海军舰
船编队指挥舰，指挥中方舰载
直升机相继在俄海军“乌斯季
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和南非海
军“龙山”号辅助船上完成起
降，还指挥了南非舰载直升机
在潍坊舰上的起降演练。

中方舰载直升机在俄海
军巡洋舰实施着舰时，由于涌
浪过大，“乌斯季诺夫元帅”号
巡洋舰不时摇摆。潍坊舰舰
载直升机机长李广宝看准时
机，果断下降，顺利完成着
舰。“在陌生海域复杂海况条

件下，完成在外军舰艇上的起
降，这是我的头一次。”李广宝
说，通过演练，我们对外军舰
艇的着舰设备和引导流程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这有助于提
高三国海军间的协作能力。

29日上午，中俄南非三国
海军参演官兵，举行了解救被
劫持船只和营救遇险船只课
目的演练。解救被劫持船只
课目中，三国海军陆战队员乘
小艇抵达模拟被劫持的船只，
进行了船只行进间攀爬、舱室
搜索、排除爆炸物和解救被劫
持人质等内容的演练。营救
遇险船只课目中，潍坊舰损管
队员同俄罗斯、南非海军官兵
一道，对模拟遇险船只进行了
损管支援。

上图：解救被劫持船只课

目演练中，潍坊舰小艇搭载陆

战队员前出。

本报特约记者 王冠彪摄

左图：直升机互降课目演

练中，南非海军直升机准备在

潍坊舰降落。 余 晨摄

中俄南非三国海上联演举行多课目实兵演练

本报吉布提11月29日电 苏治宏、

邱浩翰报道：自11月21日以来，由于遭遇
连续罕见强降雨，吉布提市区发生严重内
涝，部分低洼地段居民区房屋被淹、人员被
困，情况十分危急。连日来，我驻吉布提保
障基地官兵在当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22日，应吉总参谋部请求，我驻吉保
障基地紧急派遣救援分队奔赴灾区。在
水位没过膝盖的内涝区，官兵顶风冒雨，
临机制订排水方案、合理分配救援力量，
通过架设排水泵、挖掘排水沟等方式跨昼
夜开展排水清淤工作。医疗分队同步对
救援区域、民众住宿点和救援安置点进行
防疫消杀。与此同时，基地还与当地政府
建立灾情互通机制，通过及时掌握汛情灾
情，确保迅速有效出动兵力开展救援，最

大限度帮助当地民众渡过难关。
此次救援行动持续时间长、涉及地

域广、期间风雨不断，给救援工作带来较
大困难。基地官兵不畏艰难、连续奋战，
展示出过硬素质和战斗作风，彰显了中
国军队对吉布提人民的深情厚谊，得到
了吉布提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扬。吉财
政与工业部长伊利亚斯·穆萨·达瓦莱专
程致电我驻吉大使馆，高度评价基地官
兵此次救援行动并表示感谢。

截至当地时间 29日，基地已累计出
动救援力量 19批次，成功为 5个片区的
受灾居民点排除内涝灾害，千余名当地
民众得到帮助。

右图：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救援队

员排水清淤。 邱浩翰摄

吉布提市区发生严重内涝

我驻吉保障基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