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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海面刮起的片片浪花，
当地时间 6 月 4 日 17 时 30 分许，太
原舰、荆州舰两舰双机同时起飞，随
后加速驶离各自载舰，翱翔在海天
之间。近日，海军第 35 批护航编队
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组织舰载直
升机进行跨昼夜飞行训练。
“舰载直升机反应快、机动性强，

在前出查证、打击海盗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直升机组组长肖高尚说，
功夫只有练在平时，关键时刻才能顶
得上去。

首先进行的是双机协同训练。
肖高尚镇定自若，空中指挥两架直升
机，时而编队掠海飞行，时而协同远
距查证……

不一会儿，夜幕降临，海面一片漆
黑。肖高尚透过直升机侧窗往外看
去，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
这位有着近 3000小时飞行记录的飞行
员，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亚丁湾海域，对许多中国海军飞
行员而言，已不再陌生；但对于第一次
执行护航任务的肖高尚和他的飞行团
队来说，却是崭新的。
“来之前，我们参照以往护航经验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学习与研究，可以
说虽未谋面但早已熟知。”肖高尚说，
抵达后，他们进一步熟悉当面海空情
况、修订完善方案预案、强化舰机协同
训练，如今心里更加有底了。

面对这次跨昼夜飞行训练，肖高
尚和他的飞行团队没有丝毫懈怠，他
们结合护航任务特点，开展了巡逻警
戒、侦察取证等反海盗针对性训练。

突然，机载雷达发现可疑海上目
标，肖高尚一边向编指报告，一边指挥
直升机向可疑目标快速机动。

经查证，可疑目标为普通渔船，但
肖高尚和战友们并没有因此放松警
惕。
“这里的每一次起飞，都不是简单

的飞行，它连着护航使命。”肖高尚说，
只有苦练精飞，才能练就过硬本领。

18 时 30 分，转入夜间着舰训练。
此时，天公不作美，乌云密布，还下起
了阵雨。复杂的气象条件为练兵“添
了料”。在肖高尚的悉心指导下，同乘
的年轻飞行员续银城操纵直升机向太
原舰飞去。

夜间着舰，没有任何外界参照物，
很难判断飞行的高度和速度，只能依

靠仪表保持状态，借助舰上助降设备
进行着舰，这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
操纵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
“把每一架次当作第一架次，把每

一课目当作最难课目。”这是肖高尚经
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近了，近了……“判断是否满足着
舰条件。”肖高尚提醒续银城。确认
后，续银城驾机进入着舰航线。

夜色中，只见甲板引导员左手持
红色引导信号光棒、右手持绿色引导
信号光棒，引导调整飞机姿态。18时
36分，续银城驾机稳稳地降落在太原
舰飞行甲板中心的标志圈内。

过了一会儿，续银城驾机再次起
飞。与此同时，另一架直升机以荆州
舰飞行甲板为平台开展着舰训练。

茫茫大海上，两架直升机如同两
只雄鹰，时而腾空、时而降落，在夜空
中划出一道道航迹。“这次跨昼夜飞行
训练，我们重点练指挥、练协同、练技
术、练心理，达到了预期的训练目的。”
走下飞机，肖高尚一身轻松。

（本报亚丁湾6月7日电）

上图：太原舰舰载直升机进行跨

昼夜着舰训练。 江 山摄

夜 海 雄 鹰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组织双机跨昼夜飞行训练见闻

■江 山 钱术成

6月1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宣

布：舰队将于近期出动30多艘舰船和

20多架战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举

行大规模演习。此前，美国等北约海军

以“自由航行”名义进入北极地区的巴

伦支海。

事实上，美国和俄罗斯日前在北极

地区的军事活动，已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4月下旬，美军2架F-35A战机进驻

阿拉斯加州埃尔森空军基地，按计划美

军将于2021年底前在该基地部署54架

F-35A战机。此前，美军在位于阿拉斯

加州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已派驻两

个中队的F-22战机。不久的将来，与

俄罗斯隔海相望的阿拉斯加州，将成为

美军新型隐身战机驻扎最密集的地方。

同样是在4月下旬，俄空降兵部队

在北极弗朗兹·约瑟夫群岛的万米高

空进行了空降训练。对此，俄国防部

宣称“在如此高纬度的严酷环境下实

施成建制伞降是全球首次”。俄军方

高层表示，往后每年都会在北极地区

进行空降演习，空降行动将覆盖北极

的各个区域。

上述动作表明，美俄围绕北极的竞

争愈演愈烈，两国武装力量间的较劲也

越来越明显。

目前，俄罗斯在北极圈内部署了多

型战机，其中最锋利的是号称“飞行导弹”

的米格-31。该战机可挂载多型导弹，执

行超远程防空反导、反低轨卫星、反航母

等多类任务，是俄战略轰炸机巡航北极时

的强大护航力量。该战机还多次与不同

机型演练联合打击行动，并在北极地区成

功试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此外，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

俄空天军驻北极部队大批量换装改良

型S-300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并积

极与战机展开协同训练。美军认为，俄

空天军加快推进北极军事部署，将对其

在北极地区的空中力量构成严峻挑

战。美军新锐战机加速扎堆“落户”北

极，正是对俄一再强化空中和防空作战

体系的反制措施。

美俄双方在北极的角逐，不仅仅限

于辽阔的天空。

2020年3月，美军在北极地区展开

两年一度的“冰原-2020”联合演习，英

国、加拿大、挪威和日本四国也参加了

这次演习。令美军尴尬的是，其海狼级

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破冰上浮、发

射导弹”这一演习环节中当众“现眼”，

被卡在冰层中动弹不得。美军在北极

地区出洋相并不是第一次，“冰原-

2018”演习中，“哈特福德”号核潜艇也

是通过电锯切割和人工镐刨等方式才

从厚厚的冰层中脱困。

对此，俄海军一名将领表示，俄北方

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核潜艇都能在

北极地区破冰上浮，而美国只有少数潜

艇能够做到这点。近年来，俄罗斯不断

加强北极地区的军事力量，以更好地保

护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

古曾表示，巩固俄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力

量是俄国防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据报

道，今年年底前，俄北方舰队将有4艘新

型舰艇入列，还将接收180多件能够适

应北极严酷环境的新型武器装备。

北极航道的开辟使该地区隐含的战

略价值加速显现。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

多方战略挤压，俄罗斯不甘示弱，欲借助

地缘优势争夺北极事务的主导权。与此

同时，环北极国家也竞相跟进美俄，在北

极“投棋布子”。种种迹象表明，今后的

北极地区将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

美俄北极博弈愈演愈烈——

“投棋布子”为哪般
■海 镜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6日电 墨
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伊拉普阿托市 6日
发生一起武装分子袭击戒毒所事件，造
成10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下午，一群武
装分子持枪冲入该市一处戒毒所，向里面
人员开枪射击，数分钟后乘车逃跑。袭击
造成9人当场死亡，1人被送到医院后不治
身亡。当地检方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墨西哥一戒毒所

遭武装分子袭击

新华社科威特城6月7日电 亚丁
消息：也门安全部门 7日说，过去 24小时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中部马里卜省
发生交火，目前已至少造成 1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安全部门
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交火导致胡塞武
装方面至少 9人死亡，政府军方面 3人死
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
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自 6日起
已对该武装在马里卜省西部地区的据点
实施了十多次空袭。

也 门 政 府 军

与胡塞武装交火

新华社内罗毕6月7日电 摩加迪
沙消息：索马里军方 7日说，索政府军 6
日在该国南部地区打死 37名极端组织
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

索马里政府军指挥官奥达瓦·拉杰
告诉媒体，索政府军得到有关线报后，向
该国南部巴科尔地区胡杜尔镇的“青年
党”武装分子据点发动攻势，打死包括一
名头目在内的 37名武装分子。当地居
民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双方发生激烈交
火，有平民在交火中伤亡。

索 马 里 政 府 军 打 死

37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6月8日，装载着二手汽车、家居建材等货物的“日本-中国（连云

港）-蒙古”整列中铁箱铁海快线班列从江苏连云港中哈物流基地发车，

驶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 新华社发

“日本-中国（连云港）-蒙古”
整列中铁箱铁海快线班列首发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成
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8日说，维护
和执行好全面协议是解决伊核问题的
唯一正确途径，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
紧密协作，为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
解决做出不懈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6 月 5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
布两份伊朗核问题报告，一份是对伊
朗履行伊核全面协议义务情况的季
度报告，指出伊朗继续违反全面协议
关键核领域限制；另一份为伊朗履行
保障监督义务情况的报告，指出伊朗
仍拒绝向机构提供两处地点的核查
准入。 6 月 15 日起召开的机构理事

会将审议相关问题。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国际原子能
机构发布的伊朗核问题最新报告。报
告确认伊朗继续就执行全面协议接受
机构监督核查，迄未实施第五阶段减少
履约措施，且未将宣布的核材料转用于
其他目的。报告并显示，伊朗愿继续就
履行保障监督义务问题同机构加强对
话合作。
“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并对伊

极限施压，是当前伊核危机的根源。维
护和执行好全面协议是解决伊核问题
的唯一正确途径。”华春莹说，美方应放
弃错误做法，避免阻挠其他各方执行全

面协议，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中方支
持伊方与机构加强对话合作，在维护以
往共识的基础上，就保障监督问题寻求
妥善解决办法。“同时，我们希望各方均
能支持上述外交努力，多做有助于缓和
局势的事，而不是激化矛盾。我们也相
信机构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妥善
处理相关问题。”

华春莹说，在伊核问题上，中方
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全面协议，维护
多边主义，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
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紧密协
作，为推动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
做出不懈努力。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维护和执行好全面协议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宣布：根据双方商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9日同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第十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看法。此次战略对话将以视
频方式举行。

中欧将举行第十轮高级别战略对话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7
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
动》白皮书，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多国专家表示，白皮书便于世界各国借
鉴中国抗疫经验，具有“世界性的科学
价值”，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
最有力武器。

与世界共享中国经验

白皮书记录了新冠病毒在中国蔓
延的情况、中国抗击病毒过程中采取的
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专家们充分肯
定中国的抗疫行动，认为中国经验给全
球抗疫带来希望。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
所长李熙玉认为，疫情暴发后，中国政
府有效的社会治理和有力的防疫措施
使中国得以迅速遏制新冠疫情。中国
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方式，给
予湖北省大量的医疗支援和帮助，构建
了强有力的防疫互助网。此外，及时启
用方舱医院等高效的临时医疗设施，让
大规模、迅速治疗轻症患者成为可能，
这对阻断传染病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
作用。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
林斯说，中国调动社会各部门的资源来
拯救生命，在抗疫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
态度，并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

技手段协助抗疫。林斯对中国各地的
医护人员到武汉支援印象深刻，认为只
有全社会共同行动才能有效防控疫情。

厄瓜多尔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流
感及其他呼吸道病毒中心主任阿尔弗
雷多·布鲁诺认为，中国的抗疫努力
“非常积极”。他说，疫情暴发伊始，
中国很快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将
结果上传至国际基因组数据库，正是
中方分享了这一关键信息，世界各国
才能据此建立筛查诊断工具。

布鲁诺认为，中国发布的白皮书具
有“世界性的科学价值”。世界各国通
过白皮书可以了解中国如何应对疫情、
可以借鉴的诊断方法和灵活科学的治
疗方案，这些都弥足珍贵。中国共享科
学信息和抗疫经验对世界战胜新冠疫
情“帮助巨大”，为全球抗疫努力带来希
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医学教授、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萍
说，中国抗疫工作开展较早，在新冠病
毒的病毒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方面积累
了宝贵经验。中国科学家迅速在国际
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医生也积极
热情、毫无保留地在各种场合介绍他们
的临床经验。

同各国携手共同抗疫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
国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专家们对此
予以高度评价。

罗尼·林斯说，中国在控制自
身疫情的同时，还向国际社会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积极生产抗疫物资
支援其他国家。世界很多国家，特
别是拉美地区的疫情还很严重，因
此这场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应该
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公共卫生体
系。

李兆萍说，白皮书强调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指出中国积极开展
国际交流合作，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
抗疫，这对于凝聚全球力量抗击疫情至
关重要。病毒无国界。新冠病毒传染
性强，致死率也较高，面对这种全新的
病原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尤为重
要。

她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会长期存
在。新冠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和普及，需
要各国政府、民间和科研团体之间的通
力合作。

布鲁诺说，中国不但向全球分享
抗疫经验，还向许多国家提供了大
量抗疫物资，在全球抗疫行动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疫情，
世界各国的团结至关重要。他呼吁
各国响应中国的倡议，加强团结和
协助，“这是人类战胜这一疾病的唯
一途径”。

白皮书具有世界性的科学价值
—多国专家高度评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