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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无数
次与地雷打交道，从初生牛犊到排雷老
兵，我在雷场不断与“死神”掰手腕。

还记得第一次上雷场时，看着裸露
在地表的地雷和未爆弹，要说一点不紧
张那是假的，但我并没有退缩。“嘀嘀
嘀”，探雷器发出提示音，定位信号源、
挖掘地雷……尽管组长时不时在身后
不远处鼓励我，但我心里依然有些紧
张。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挖出了一块航
弹碎片，完成了这次任务，但这一个小
时仿佛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煎熬。

有了第一次“排雷”的经验，我不断
积累着信心和底气。在后续的任务中，
我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作业手，当年
就清排地雷50余枚。

在时刻面临生死考验的雷场，既要
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更要有过硬的扫雷
技能。记得一次扫雷资质认证考核，考
官比拉尔将一把图钉分散埋入约一平
方米范围的地下，要求我进行探测标
定。按照标准作业流程，一平方米范围
内出现多个信号源时，很难准确定位，
需要进行全面挖掘。但对我而言，这并
不是什么难事。不到两分钟，我就运用
“十字交叉定位法”，将埋有图钉的 6处
位置标定出来，令在场考官赞叹不已，
纷纷竖起大拇指。

5次维和，从作业手、副组长到组
长，身份在变，我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也
在变——身为骨干，我不仅要确保自己
的安全，还要确保身边战友的安全。5
次维和，我带出了 100余名合格的作业
手和 20余名扫雷骨干，从训练场到雷
场，看着他们一批批成长起来，一种自
豪感油然而生。

有人问我：“扫雷排爆是‘刀尖上
的舞蹈’、是与‘死神’掰手腕，为什么
每次集训选拔，你都是主动递交申请

书？”我说：“这是军人的血性，也是我
们的使命。”

自 2006年中国维和官兵派驻黎巴
嫩以来，已累计排除各种地雷及未爆物
一万余枚，取得了“速度最快、质量最
高、成本最低和零伤亡”的优异成绩，被
联合国地雷行动中心官员称赞为“最好
的扫雷队伍”。中国军人的优秀表现在
联黎部队声名远播，吸引多国维和军人
到作业现场观摩学习。

这是一批批维和官兵共同铸就的
荣耀，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每一批

维和扫雷官兵中都会有新手，为了让
他们掌握安全扫雷的技巧，出征前我
们都会进行严格的训练。从用直径 10
厘米、5厘米的铁丝圈模拟信号源到用
硬币、子弹壳模拟信号源，每一名作业
手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训练，直到熟悉
掌握探雷器的“脾气秉性”。只有这
样，才能够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准确定
位信号源，才能在与“死神”的较量中
获得胜利。

在黎巴嫩维和任务区，每当看到维
和友军到我们的雷场交流学习时，每当

当地民众向我们微笑并竖起大拇指时，
我都会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维和军人
的骄傲。
“异国建功勋，海外树形象，为和平

而来，胜利捷报传四方……”每次听到
这首歌，我总会想起维和的那些日子，
想起黎以边境“蓝线”附近那许多雷
场。能够为那片土地的安静与祥和出
一份力，是我这一生无悔的选择。

上图：执行维和任务期间，李骏

（右）与维和友军交流排雷经验。

杨双权摄

在时刻面临生死考验的雷场，既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更要有过硬的扫雷技能—

敢与“死神”掰手腕
■第75集团军某旅教导队区队长 李 骏

3月份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

媒体的曝光度迎来了一波新高，可他并

不是为了团结全球力量积极抗疫，而是

为掩盖美政府抗疫不力频频“甩锅”。面

对国内疫情日益严峻、死亡病例数不断

攀升的现状，蓬佩奥仍是“双目失明”“双

耳失聪”，除了致力于抹黑中国、构陷中

国之外，还不忘继续对伊朗等国“极限施

压”。这不仅是道德的沦丧，更是人性的

扭曲。

美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位国务卿

能把如此无耻无赖的“表演”做得像蓬佩

奥这般风生水起。美国《华盛顿邮报》一

针见血地指出：当更有责任心的领导人

努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蓬佩

奥却在追求他“钟爱的事业”，致力于将

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蓬佩奥在疫情

期间的表现将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糟

糕的国务卿之一”。

蓬佩奥甩的“锅”是无据也无理。日

前，蓬佩奥再次兜售病毒“中国起源论”，

宣称“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

汉实验室”，却只字未提证据在哪里。这

恐怕不是不愿提，而是根本没什么证据

可提。病毒来源于自然界的科学论证数

不胜数。不仅《柳叶刀》《自然·医学》等

世界权威期刊都发文指出新冠病毒来源

于自然，就连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

奇也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新冠病毒

是实验室人为制造的。一方言辞含糊，

另一方用科学说话，难怪美国民众对蓬

佩奥不屑道：“他撒谎！”

蓬佩奥非但无视疫情对人类的伤

害，还将其当作“极限施压”的工具。从

叫嚣对古巴进行封锁，明确禁止运输公

司向古巴运输物资，到不顾国际社会对

放松制裁伊朗、合作抗疫的呼吁，继续推

进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蓬佩奥不仅

完全无视这两个国家遭遇的疫情困境，

还落井下石，将无辜民众的生命置于危

险之中，简直突破做人底线。对于蓬佩

奥叫嚣“断供”世卫组织的行为，《柳叶

刀》更是刊文称，美方此时停止对世卫组

织的资助是反人类罪行。

撒谎、欺骗、偷窃。这位把中情局惯

用伎俩带到外交场合的国务卿，其所作

所为正在透支美国的国际信誉，危害着

全球抗疫合作。有媒体评价：美国“头号

外交官”丢尽了美国的脸，让美国国际公

信力尽失。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5月5日18时，美国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1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7万例，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是全球

最多的。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蓬佩奥

应当深刻反省自身践踏人类道德、破坏

全球抗疫大局的言行。停止喋喋不休

的反华聒噪，摒弃不合时宜的冷战思

维，把心思用在抗疫上，方是蓬佩奥当

下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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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土在叙利亚北部

进行第8次联合巡逻

新华社莫斯科5月5日电 俄罗
斯和土耳其两国军警 5日在叙利亚北
部进行联合巡逻，这是双方在叙北部
开展的第8次联合巡逻。

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
心 5日发表新闻公报说，根据俄土两
国总统 3月初达成的协议，俄土军警 5
日在叙北部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内沿
M4公路进行了第 8次联合巡逻。参
加此次联合巡逻的俄方装备包括两辆
BTR-82A 装甲运输车和 1辆“虎”式
装甲车，俄空天军无人机向巡逻车队
提供了空中支援。

联合国报告称武装暴力

致数千万儿童流离失所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5日电 （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5日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 年底，全球
有约 4570 万人因武装冲突和暴力成
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其中 1900万估计
为儿童。

这份名为“迷失在家园”的报告
说，2019年，武装冲突和暴力导致国内
流离失所儿童主要集中在刚果（金）、
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哥伦比亚、索马
里、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国内流离失
所儿童难以获得教育医疗等基本服
务，缺乏安全保障，容易遭受家庭分
离、暴力、剥削、虐待、贩卖等侵害。新
冠疫情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埃及购自德国的第三艘

209型潜艇正式入列海军

据新华社开罗5月5日电 （记
者李碧念）埃及军方 5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从德国购买的第三艘 209型潜艇
经过 20天航行后，当天抵达埃及亚历
山大海军基地，正式入列埃及海军，舷
号为S43。

声明说，埃及购买德制潜艇的目
的，是“增强海军防御能力和作战效
率，实现海上安全，维护埃及在红海和
地中海的经济利益”。

“穿防护服前，一定要先检查它
是否有破损，再按流程一步一步穿
上。”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处
军方招待所，护士长秦玉玲正在给解
放军赴巴抗疫专家组讲解防护服的
穿脱要领。

尽管专家组成员都是身经百战的
老兵，但上阵地前仍要把自己最熟悉的
作业流程再牢记一遍，这不仅是军人的
严谨，也关乎所有成员的生命安全。根
据巴军方初步安排，专家组将以定点收
治新冠患者的酋长军事医院为依托，指
导巴军方医护人员抗击疫情。

专家组成员、解放军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医师黄清臻告诉记者，专
家组 4月 24 日抵达巴基斯坦后，马不
停蹄地走访了伊斯兰堡和周边 7所医
疗机构及定点收治医院，听取了巴方
采取的防疫措施报告。

据专家组组长周飞虎介绍，在一
周的交流中，专家组向巴方介绍了中
国防疫经验，指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在防疫中非常关键。同时，专
家们还和巴方交流了中国在救治方面

的经验，比如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呼吸
机治疗的方法、如何处理重症病人炎
症风暴问题等。
“这一个星期的广泛交流也帮助

我们了解了巴方如何早期筛查病患、
实验室检测和医院感染的控制问题，
为我们进行下一步工作和制订周密计
划打下了基础。”周飞虎说。

根据巴基斯坦卫生部的数据，截
至 5月 3日晚，巴全国累计确诊新冠患
者超过 2万例，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不
断增加。巴当地媒体报道说，多家定
点收治医院内发生医护人员感染和死
亡案例。

周飞虎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专家组将更深入了解巴方医院
疫情防控流程，检查每个环节是否合
理。“虽然巴基斯坦有医护人员感染的
报道，但中国专家在这方面有丰富经
验，可以帮助巴方优化防控流程，预防
院内感染，保护巴方医护人员，力争在
零感染的基础上展开工作。”

曾在西非抗击过埃博拉病毒的周
飞虎说，巴基斯坦疫情防控局面仍然

严峻复杂。“当时抗击埃博拉时，我们
的驻地可以做到封闭管理。但这次在
巴基斯坦，人员流动还很多。我们的
驻地虽然是巴军方招待所，但经常有
人员流动，更需要严格的防疫措施。
这是专家组面临的一个挑战。”

记者前往专家组驻地时正值巴基
斯坦劳动节假期。当天巴方没有给专
家组安排交流活动，专家组便抓紧为
驻地进行预防性消毒，整理防疫物资，
指导驻地巴方人员使用消毒器械为驻
地进行日常消毒。

据介绍，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馆的指导与协调下，专家组在得到巴
方同意后，还计划在办公地点开通一
条咨询热线，专门为在巴华侨华人和
中资机构人员进行防疫指导，帮助他
们安全渡过疫情。
（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6日电 记

者刘天、蒋超）
上图：5月 3日，在巴基斯坦拉瓦

尔品第，解放军赴巴抗疫专家组成员

指导巴方人员使用日常消杀器械。

新华社记者 刘天摄

帮助“巴铁”渡过疫情难关
——记解放军抗疫专家组在巴战“疫”

新华社华盛顿5月5日电 （记者
徐剑梅、邓仙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一名高官 5日向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提交诉状说，特朗普政府今年 1月忽视
疫情警告，未能及早采取行动应对新冠
疫情，而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
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
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
局长里克·布莱特在诉状中说，1月下旬，
他迫切要求获得资金、人员和临床样本，
以着手研发新冠疗法，为疫情蔓延到亚洲
以外地区做应对准备，却因此被排除在卫
生部新冠疫情会议之外；他关于美国口罩
短缺的警告也被置之不理。到 1月底，
“越来越清楚”的是，“卫生部领导层没有
为即将到来的口罩短缺做任何准备”。

诉状说，针对他发出的疫情严重性
和紧迫性警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
历克斯·阿扎和负责应急准备和响应的
助理部长罗伯特·卡德莱克的回应是“美

国有能力遏制这种病毒，并将其隔绝于
美国境外”。1月 18日，当他推动卫生部
灾难领导小组协调应对疫情暴发计划
时，卡德莱克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他
“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紧急事项”。

布莱特拥有免疫学和病毒学博士学
位，2016年出任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
展局局长，今年 4月遭解职并被调往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布莱特在诉状中
说，被解职是因为他担忧白宫推崇的抗
疟疾药物氯喹和羟氯喹应对新冠疫情的
安全性，拒绝按照政府指令扩大其应用
范围，因此受到报复。他在诉状中要求
恢复自己职务并就此进行全面调查。

布莱特的律师 5日说，解除布莱特
职务违反了美国有关法律，布莱特计
划于 5月 14 日在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
作证。

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是一个独立
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可以调查和起诉
针对联邦雇员的侵权行为。

美卫生部遭贬官员状告政府忽视疫情警告

抗疫锐观察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记者伍
岳）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博士5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世卫组织
了解中国正在开展一系列针对新冠病毒
动物来源的研究，相信中国的研究能力。

高力说，今年 2月，世卫组织和中国
共同确定了关于新冠病毒需进一步研究
的知识领域，包括病毒的动物来源问题，
中国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将来预防
类似传染病的暴发至关重要。

世卫组织 1日宣布，突发事件委员
会一致同意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建
议世卫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
国粮农组织以及成员国开展科研合作，
查明新冠病毒动物来源。

高力表示，截至目前，所有可获得的
证据表明该病毒源于自然界，并非人为
操纵或合成。“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在研究
该病毒的基因组特征，并发现了不支持
该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证据。”

他表示，世卫组织愿应中国政府邀

请参与新冠病毒动物来源的研究。
针对一些国家质疑中国隐瞒疫情实

情，高力表示，1月 3日起，世卫组织同中
国就疫情的严重程度、传播动力学、持续
性人际传播的可能性、临床病程和治疗
效果等问题持续进行技术沟通，并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向国际社会进行了
详尽通报。
“这其中包括了抗击新冠肺炎过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例如病毒的早期鉴定
和 1月 12日的基因序列共享。”高力说。
世卫组织曾多次表示，中国检测新冠病
毒基因序列时间之短是创纪录的。

高力积极评价中方为研发新冠肺炎
疫苗和相关疗法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
通过双多边渠道为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的
国家提供疫情防控专业技术、诊断工具
与设备等方面支持。

高力表示，世卫组织将继续就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密切合作，并与中
国一道推进包括儿童常规疫苗接种、慢
性疾病照护在内的其他重要健康议题。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

相信中国开展新冠病毒动物来源研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