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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多国人士认为，香港国安法的
通过和实施，是填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为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和香港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
席苏廷德拉·库尔卡尼认为，发生在香
港带有分裂国家目的的活动显然得到
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和鼓动。香港国安
法的通过和实施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稳定，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对此指
手画脚。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南
达·古纳蒂拉克表示，一年来，发生在香
港的情况充分表明安全、稳定对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全国人大推动
涉港国安立法、维护“一国两制”是人心
所向、大势所趋。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

实施将成为香港局势发展的重要转折
点，确保香港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道
路。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团成员法
鲁克·汗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保障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政府的首要
职责。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有助
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香港繁荣发展
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
席翁诗杰说，香港国安法体现了“惩治
极少数、保护大多数”原则，对“一国两
制”有积极的加持作用，堵住了香港回
归后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繁荣
发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支撑。

日本驹泽大学法学部教授王志安
认为，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在显示中国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决心的
同时，也体现了对“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的贯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
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香港国安
法重点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
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这对有效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亚美尼亚和平委员会主席格里戈
尔·彼得罗相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打着民主幌子对香港国安法
指手画脚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民
主应尊重和保护多数人合法权益，不应
为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背书。香港国
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有效维护中国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有利于香港长期
稳定繁荣发展。

埃及新闻总署政治院研究员侯赛
因·伊斯梅尔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
实施将为维护香港市民基本权利和香
港社会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制度
保障，相信该法将有效维护香港宪制秩
序和法治秩序，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在
港从事破坏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还香港

一个安全、稳定环境，更好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
奥·里奥斯认为，香港国安法充分考虑
两种制度的差异以及香港的具体情况，
它的通过和实施将为坚持和完善“一国
两制”在港实践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奥地利奥中商业协会主席格奥尔
格·章格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出台符合
“一国两制”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国
家能够容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
国安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定性为犯罪理所当
然。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
万德罗·卡瓦略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香港国
安法的通过和实施一方面体现了中国
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保
证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延续性，
它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

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多国人士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了
近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领路人。”古巴国际政治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何塞·罗瓦伊纳近日在
哈瓦那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罗瓦伊纳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在
1949年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迎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

世界强国，在中国开启了“一个令人印
象深刻的社会和技术发展时期”。

罗瓦伊纳同时谈到，中国过去几十
年中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十分重要，这些政
策使得全中国的农村地区得以发展，使中

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他说，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罗瓦伊纳说：“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
令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直接
结果。中国为在2020年之前彻底消除绝
对贫困做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新冠疫情
带来许多困难，但我坚信，中国政府将继
续完成其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任务。”

他相信，古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历
久弥新。
（据新华社哈瓦那7月3日电 记

者林朝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路人
——访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学者何塞·罗瓦伊纳

新华社莫斯科 7月 3日电 据俄
罗斯媒体 3日报道，俄空天军总司令苏
罗维金表示，自该军种成立近 5 年来，
其拥有的武器装备发生巨大变化，其
中现代化武器装备所占比例超过 70%，
一批先进的武器、预警、指挥、通信和
航天器操控系统将在未来 10年内陆续
部署。

俄罗斯《红星报》3日援引苏罗维金
的话说，自俄空天军 2015 年 8月 1日成

立以来，该军种根据国防订货每年引进
先进战机和直升机，例如苏-30SM、苏-
34、苏-35S、改进型米格-31BM等战机
和卡-52、米-28N、米-35M等新型攻击
直升机，以及执行运输、救援和攻击任
务的米-8AMTSh 直升机，有 20多个航
空团完成了新武器换装。

苏罗维金表示，2015 年以来，俄防
空兵、航天兵分别配备了约 550件和 300
多件新装备；名为“瞄准镜”的太空光学

监视系统、“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
统、越过地平线超视距探测的“集装箱-
3M”雷达站和部署在俄中西部奥尔斯
克、巴尔瑙尔、叶尼塞斯克的导弹攻击
预警雷达站，都已投入运用并开始战斗
值班。

在介绍俄正研发的空天军武器装
备时，苏罗维金说，俄金刚石-安泰公司
研制的 S-500防空导弹系统，除能抵御
常规空中目标以外，还能拦截最高飞入

近地空间的各种高超音速武器，摧毁在
低轨道飞行的人造卫星和太空武器。
此外，俄将在 2022年开始第三阶段部署
俄军统一通信卫星系统，从 2023年起部
署高轨道太空侦查系统，2024年前展开
部署俄在轨军用航天器集群，2030年前
在列宁格勒州和远东联邦区部署高性
能、抗干扰的导弹攻击预警雷达系统设
备。

近年来，俄罗斯在军队发展和新型
武器装备列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俄
总统普京在去年 5月召开的国防工业发
展问题会议上说，目前俄战略核力量的
现代化武器装备率达到 82%，空天军的
这一指标达到 74%，空降兵和海军超过
60%，陆军接近 50%。

俄空天军现代化武器装备率超过70%

7月1日，中国第18批赴黎巴

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经过22天的

连续奋战，克服高温天气，接连攻克

多个施工难题，高标准完成了加纳

营加强型观察哨施工任务，受到友

军和联黎司令部的高度评价。

左图：我维和官兵为观察哨石

笼墙装填砂石。

李明桂、薛镭摄影报道

截至 3日，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已
致病 1072 万人，累计死亡病例接近 52
万，全球病例数每天仍在大幅攀升。但
一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却对疫情防控显
得漫不经心。对此，世卫组织大声疾呼

有关国家“清醒过来”，采取必要措施控
制疫情。这，无疑也是世界共同的呼声。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
尔·瑞安 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
敦促有关国家“清醒过来”，因为“数据
不会撒谎”。世界正面临重大安全威
胁，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正遭受侵犯。

瑞安直言不讳：美洲是全球疫情最
严重的地区，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世卫组织数据显示，仅美国一国的
病例数就超过了 272万，死亡人数接近
13 万，占全球总病例数和死亡人数的
四分之一强。尽管感染和死亡人数激
增，但“太多国家无视数据告诉他们的
是什么”。瑞安严厉指出，疫情“不会神
奇地消失”，因为被一些国家的当权者
“无视”，才会造成今日之局面。

瑞安所言是事实。一些疫情严重
国家急于重启经济，但未充分考虑疫情
防控的需要；有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在宣
扬“病毒在某个时刻会自动消失”，各种
大规模集会仍在举行；佩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等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防控措
施至今遭到质疑……种种情形都给病
毒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民
众是否最大限度享有这一权利是检验各
国政府是否执政为民的重要标准。提醒
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对每一个病
例做好检测、追踪、治疗、隔离等措施，切
实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不仅考验一些
国家政府的防疫能力，更拷问其良知。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目前，一些
国家疫情面临失控风险，一些此前已基
本控制疫情的国家面临“第二波高峰”
的威胁。世卫组织此时警告“清醒过
来”，是一记当头棒喝。认清疫情蔓延
的危急形势，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诿
过，不甩锅，是各国政府对本国民众应
尽的义务。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4日电 记

者陈俊侠、连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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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的一天，我接到手术室电
话，正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我院军
医余鹏霄的妻子，马上要进行剖宫产手
术，亟需备血。我立即进行血液选择和
交叉配血，手术得以顺利开展……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数年前赴利比
里亚执行维和任务时，抢救当地一名
孕妇的场景。

那是到达任务区不久后的一天
凌晨，值班医生紧急叫醒我，说当地
一名重症宫外孕患者需要实施急诊
手术。34 岁的孕妇鲁瑟，体重仅 40
公斤，突发宫外孕大出血，辗转来到
我维和医疗分队求助。病人入院时
已处于严重失血性休克状态，情况十
分危险。

一场生死保卫战打响了。我快速
抽血进行血常规检查、艾滋病筛查和
血型配对。经汇总各项检查结果发
现，患者腹腔内出血量仍在加大，有效
循环的血容量已不足正常的三分之
一，如不马上进行手术，随时可能死
亡。而手术必须准备大量血液。维和
医疗分队和当地都没有血库，患者亲
属虽然要求献血，但血型不相符。怎
么办？
“我是A型血，抽我的吧”“我也是

A型”……危急时刻，医疗分队 3名队
员同时挽起了袖子，争着让我抽血。
没有时间犹豫，我将 3名战友献出的
600毫升鲜血送到手术室。为提供充
足血液保障，我把情况报告给医疗分

队队长李亚东后，他当即决定向维和
工兵分队求援。20多分钟后，维和工
兵分队战友们献出了 1000 余毫升鲜
血，解决了患者用血问题。

接下来的救治过程同样险象环
生：患者术中心脏骤停，我们立即对
其实施心肺复苏术；转入重症监护病
房后，患者出现休克肺、心力衰竭，呼
吸次数是正常人的 2倍多，我们快速
给予强心、利尿药物，呼吸机辅助呼
吸……在医护人员的多番抢救下，患
者在昏迷了 40 多个小时后终于醒
来，脱离了生命危险。

结束维和任务回国后，我结合这
次救治经历，到部队调研我军在血液
处置、安全使用、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短
板，利用 6年时间主研成功某型血液
保障操作箱组，并荣获军队科技进步
二等奖。

回顾那次生死抢救，我为中国军
人勇于担当的精神点赞，为自己能够
代表祖国参加维和行动自豪。近年
来，我们医院先后 4次抽组医疗分队，
赴利比里亚和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还代表中国与加蓬开展“和平天使”人
道主义医疗救援联合行动，先后救治
各国维和官兵和当地群众 3 万余人
次，让 1500余名恶性传染病患者重获
新生，把中国军人的无私大爱留在了
非洲大地。

上图：王更银查验血样。

刘会宾摄

在任务区，我维和军人竞相献血争分夺

秒抢救患者——

生死营救展现中国蓝盔担当
■第980医院输血科主任 王更银

近日，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

土耳其军队在伊拉克北部的“虎爪行动”

中打死41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并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此前，土军对伊拉

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别发动代

号为“鹰爪行动”的空袭行动和代号为

“虎爪行动”的地面行动。

对于连续在伊拉克北部开展军事行

动的原因，土耳其国防部在发动“鹰爪行

动”后曾表示，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

工人党和其他恐怖分子对土方边界地区

岗哨的袭击日益增加，土方不得不对他

们进行军事打击。土军空袭目标主要是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在甘迪勒、辛贾尔和

扎普等地的基地和藏身处。土耳其将该

组织视为恐怖组织，近年来针对伊拉克

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越境袭击经常

发生。

但此次越境袭击与以往有所不同。

据多家媒体报道，土耳其在“鹰爪行动”

和“虎爪行动”之后，开始在伊拉克北部

纵深约40公里的范围内建设大小不等

的多处军事设施，目前尚不确定这些军

事设施是临时性质还是长期工事。6月

21日，土耳其国防部承认向伊拉克北部

增派特种作战部队。土军还出动了无人

机和战斗机执行大规模空袭行动，并随

之派出部分装甲部队，对新建军事设施

加以保护。

有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可能复制

之前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安全区”的

模式，在伊拉克北部边境地区也设立具

有一定纵深的“安全区”，通过建立固定

的缓冲地带维护本国边境安全。

从土军此次越境军事行动的战略战

术看，其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谋求长期驻

军和建立“安全区”的动向，是它对叙利

亚政策的复制和延续。这体现出土耳其

借助当前各方干预意愿和能力下降的契

机，更为积极主动地构建对其有利的边

境地区安全格局，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当前，土耳其对于后续推进行

动比较低调，具有“投石问路”的性质，如

果没有遇到更大阻力，未来土耳其不排

除采取更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公开

建立自己掌控的“安全区”。

不过，土耳其最终能否在伊拉克北部

建立其有效控制的“安全区”，尚有待观

察。首先，这一明显侵犯伊拉克领土主权

的行为遭到伊政府的强烈反对，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政府也明确予以谴责。其次，与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到各方牵制不同，伊

拉克北部山区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长期

经营的老巢和训练营地，在袭击土耳其方

面更是少有顾忌，如果土耳其军队长期驻

留，势将遭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顽强反

击，双方武装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

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土耳其面临的安全

压力将日益增大。最后，随着形势的发展

变化，外界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上升，外部

大国可能转而进行干预，届时土耳其面临

的局势将更为复杂。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研究员）

近日，土耳其军队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

土连续越境打击欲何为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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