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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4月，我和陈茂林、庞延东、
徐进先、耿伟林 4名同志，一起赴联合
国停战监督组织任军事观察员。我们
登机飞往大马士革的那一刻，掀开了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
作为“中国红”牵手“和平蓝”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我倍感自豪。如今，30年过
去了，这段开创历史的任职经历依然是
我心中的珍贵记忆。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始建于 1948
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组织在埃及、
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 5国设
立 6个观察组和 4个联络处，所属观察
员来自 19个国家。我们 5人到任后被
分成两个小组，我和陈茂林、耿伟林被
分在埃及观察组，主要是在西奈半岛执
行驻守哨所、实施巡逻、监督停火等任
务；庞延东和徐进先去了叙利亚大马士
革观察组，主要负责为驻守在戈兰高地
的观察员提供行政和后勤方面的支援，
半年后两组轮换。

埃及观察组在西奈半岛各个方位
设有 6个哨所。当地自然条件复杂，公
路网破损不堪，一望无际的荒漠中天气
恶劣，几次中东战争还在这片土地上遗
留了约100万枚地雷。

第一次跟随资深观察员在圣·凯瑟

琳哨所附近巡逻，我便感受到了这项任
务的风险。一路上，我们途经山丘、沟
壑、坡坎等多种地形地貌，驾车的难度
可想而知。道路两侧，不时能看到半露
出地面的反坦克地雷，万一误入雷区，
后果不堪设想。我被告知，沿着车辙、
对照草图上画出的特殊标志物行进，才
能最大限度保证安全。然而，这种方法
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频发的沙尘暴和
洪水会使车辙消失，也会不同程度地改
变地貌。

1990 年 5 月 27 日，第一次单独巡
逻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当天，我奉
命沿阿里什哨所的 4-1 号线路巡视。
这条公路早就被洪水截成了数段，要
完成巡逻必须钻进沙漠绕行。然而，
进入沙漠不久，前方的车辙就消失
了。我下定决心，不管有路没路都要
完成任务。利用地图、指北针和远处
的山峰判定了大致方位后，我继续驾
车前行，路上遭遇了两个疑似雷区和
细沙带，触雷和陷车的担忧让我时刻
神经紧张……所幸，我最终成功穿越
了沙漠。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巡逻线
曾让很多观察员迷失方向。

经过一次次历练，我很快掌握了
巡逻的要领和哨所工作的全套程

序。不到两个月，我就从实习观察员
成为负责哨所带班的资深观察员。
当时，这创造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观察员晋升速度的纪录。获得任命
后，一位外军观察员告诉我：“因为不
了解，一开始大家都用挑剔的眼光审
视你们，不过你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
军人的实力。”

正如这位外军同行所说，30年前，
中国军队同世界各国军队交往的程度
无法和今天相提并论，对当时的中国军
人来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全新的领
域；对当时的联合国维和大家庭而言，
中国军人也是新面孔。因此，我们 5个
人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注意利用各种
机会，促进与外军同行之间的交流，有
针对性地增信释疑。

比如，驻守哨所的各国军事观察员
需要轮流做饭，轮到我们时，我们就精
心准备，让外军搭档品尝中国风味。大
家边吃边聊，从饮食聊到文化，从中国
聊到世界，从战争聊到和平。时间久
了，我们和哨所的搭档成了好朋友，也
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了解。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1990年 9月 28
日，我们在埃及观察组举办了一场国庆
招待会，这是在联合国维和体系中首次

举办中国国庆招待会。那天，会场气氛
热烈隆重，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建
设成就的画册引起了不同国家观察员
的浓厚兴趣。

我清楚记得，在圣·凯瑟琳哨所立
着一个标志杆，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了
写有国名和距离的铭牌，见证着各国军
人为了和平的付出。离开西奈半岛前，
我用易拉罐的铝壳剪成长方形箭头，在
上面写下“BEIJING CHINA 7500KM”，
将箭头对准中国的方向后，我把它牢牢
钉在标志杆上，接着面朝祖国庄严地敬
了一个军礼。那一刻，中国印记永远地
留在了西奈半岛的土地上，也永远留在
了联合国维和大家庭中。

转眼间，一年任期结束了，我们 5
人在各项考评中成绩全优。联合国停
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克里斯蒂森亲自授
予我们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一年，
我们了解了外军，结交了朋友，为我军
后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摸索了经
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行动向世界证
明——中国军人有决心有能力履行捍
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上图：徐南烽在西奈半岛执行巡逻

任务途中。 作者提供

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捍卫和平的决心和能力
■中国军队首批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徐南烽

新华社联合国9月15日电 （记者
王建刚、尚绪谦）第 75届联合国大会 15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和第 75届联大主席沃尔坎·
博兹克尔强调，在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国际
社会更应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
主义，树立对联合国的信心。

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今年是联
合国非同寻常的一年。为有效抗击新冠
疫情，联合国应通过强化卫生系统、支持
开发和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和疫苗等手
段，更好地应对疫情直接影响。作为在
国际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及合作
主要平台，世界对联合国寄予很高期望，
应努力在 21世纪建立更网络化和包容
性的多边主义。

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应在继续
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
气候协定的基础上，做好疫情后的各种
准备。联合国大会将继续在和平与安
全、裁军、人权、性别平等一系列全球性
挑战方面开展工作。

博兹克尔在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
应坚定捍卫多边体系，秉持《联合国宪

章》精神，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
战。

此外，博兹克尔在当天举行的第 74
届联大闭幕式上说，新冠疫情被一些人
用来为单边行动辩护，从而削弱基于规
则的国际体系。他说：“任何国家都无法
单独应对这一流行病。单边主义只会进
一步加剧这一流行病。这将使我们离共
同目标越来越远。”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博兹克尔
说，第 75届联大将举行主题分别为新冠
疫情和反腐的两次特别会议，新一届联
大紧急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应对新冠疫
情。

第 75届联大开幕后，联合国将举行
包括一般性辩论在内的多场高级别会
议。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政要将以提
交讲话录像的方式参与今年联大一般性
辩论。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
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共同组成。大会于每年 9月至 12月举行
常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为一
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议
程的各项议题阶段。

第75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强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董雪、马卓言）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之
际，“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近日举行，来
自 3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40位前政要、
国际组织和智库代表，结合中国和全球
减贫实践经验，就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路径展开讨论。

与会中外人士认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
危机，成为全球减贫事业最现实、最紧迫
的挑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面对
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应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加大
国际合作力度，共同捍卫全球公共卫生
体系、守护人类生命健康；应充分发挥政
府、市场和国际组织在减贫事业中的作
用，加大民生领域投入，深化减贫领域国
际合作，共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中国
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在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不确定性增多
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为实现 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付出更大努力，相信人类能
够成功消除贫困，打造更可持续、更加繁
荣和谐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
作用不可或缺。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面对
这次疫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

在制定政策时更多考虑老人、儿童和非
正式领域工作者等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
弱势群体的需求。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广
泛的多边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有足够
的资源保障自身经济社会发展。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
特罗约表示，在联合国诞生以来的四分
之三个世纪里，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
过战争，贫困也得到了缓解。新开发银
行等多边机构的出现，有助于更好实现
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
长、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
从中国减贫经验看，一个充满竞争的市
场和一个积极推进国家发展的政体是中
国发展的秘密，也是中国的“比较优
势”。只要各国找准自身“比较优势”，都
可以找到消除贫困的有效手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
弗里·萨克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破坏世界经济，对贫困人口造成沉重打
击。领导力的缺失尤其是领导力在美
国的缺失让情况更加复杂。“现在不是
打贸易战的时候，也不是反对多边体系
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将抗击疫情列为首
要任务。”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代表格罗布
勒表示，在非洲的发展中，中国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非洲赞赏中国的发展模
式，并从中国学习到了很多。”

加强国际合作 分享减贫经验 推进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举行

日本首相菅义伟

组建新内阁

据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 （记者
姜俏梅、郭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新总裁
菅义伟16日在日本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
举中顺利当选日本首相，并立即组建内
阁。新内阁将于当晚在皇宫举行首相任
命仪式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后正式成立。

菅义伟内阁共有阁僚 20 人。从人
员构成来看，前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
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副首相兼财务大臣
麻生太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文部科学
大臣萩生田光一、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
村康稔、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环境大
臣小泉进次郎、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以及
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这 8位安倍内阁
成员继续留任。安倍胞弟岸信夫首次入
阁担任防卫大臣要职。分析人士认为，
这反映出菅义伟内阁看重政权稳定性，
继承前任安倍政策的色彩浓厚。

此外，菅义伟还起用有科技大臣经
验的平井卓也担任数字大臣，武田良太
出任总务大臣。

加沙地带武装再次向

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继两枚火
箭弹15日晚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境
内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派别 16日
凌晨再次向以南部发射多枚火箭弹。

实际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警告
说，以色列将面对进一步升级的军事打
击力度，“占领者（以色列）将为其对我们
人民的侵略付出代价”。哈马斯发言人
卡西姆说，巴勒斯坦人民将坚持斗争直
至实现他们的权利。

开 栏 的 话

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期盼，也是中
国军队的不懈追求。

从 1990 年 5 名中国军人赴联合
国停战监督组织担任军事观察员至
今，中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
结缘30年。

30年来，中国军队为联合国维和
行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派出维
和力量从最初的军事观察员，发展到
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警卫
分队、步兵营、直升机分队等。目前，
中国军队先后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
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

30年来，中国蓝盔肩负大国军队
担当，捍卫中国军人荣光，在硝烟弥漫
的战火中、危机四伏的环境里、艰苦恶
劣的条件下，出色完成道路修复、雷场
清排、物资运输、医疗救护、武装巡逻、
保护平民等任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卓越贡献。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30年中国蓝
盔的和平足迹”专栏，回眸中国军队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光辉历程，彰显
中国军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蜜俄方教员向中方参演官兵示
范讲解某型防空导弹瞄准射击要领。

罗顺裕摄

蜜中方参演部队坦克分队开展
驾驶训练。

罗顺裕摄

驾驶着俄军步战车纵横驰骋，西部
战区某合成旅中士朱京余从来没想象
过这样的场景。

使用俄军某型防空导弹实弹射击，
该旅防空导弹连中士谭石获得一种新
鲜的体验……

连日来，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
普斯京·亚尔靶场，参加“高加索-2020”
战略演习的中方参演官兵快速学用俄
军装备进行临战训练的一组镜头，充分
展现了两军交流合作的深度互信，体现
了战略共识在演练一线落地落实。

镜头一：试驾铁甲战车

9月 14日清晨，中方合成战斗群指
挥员裴晓磊带领相关专业骨干 20 余
人，与俄方完成装备交接。俄方军官谢
尔盖大尉详细介绍某型步战车性能、操
作要领以及故障排除方法。

听取介绍后，中方官兵按照专业
分工，迅速展开分组作业，一旁的俄
军教员不时提醒操作细节。上士赵
佳兴告诉记者：“俄军装备在功能区
布设上与我军相关装备有很大差
异。”研究驾驶要领、建立指挥通信、
组织瞄准射击……赵佳兴所在小组
驾驶着俄军步战车轰鸣前进。

俄军卡谢伊夫中校说：“中国军人
学习理解能力很强，正如大家所看到
的，他们只学习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很
自如地驾驶俄方步战车了。”

镜头二：学研防空利剑

顶着烈日练瞄准、冒着风沙搞训

练。学习时间紧张，记者在某型防空导
弹操作现场看到，谭石紧盯射击瞄准
镜，不时通过翻译与身边的安德斯中尉
请教操作要领。“射高是多少，怎样快速
锁定目标……”遇到难以翻译的专业术
语，他们就边比划边用简易图示沟通。
很快，谭石所在小组就基本掌握摘筒
罩、安装置、扛武器、寻目标、扣扳机的
防空导弹试射流程。

9月 15日下午，中方官兵在俄方人
员引领下走进实弹射击地域，迅速按照
训练内容组织实弹射击。官兵表示，该
型装备与我军同类装备操作原理相通、
方式相近，实弹射击要领掌握起来就比
较快。

镜头三：联军协同行动

9月 16日午后，辽阔无垠的卡普斯
京·亚尔靶场上，演习临战训练正在开
展。地面滚滚铁流卷起漫天沙尘向预
定地域发起冲锋，空中作战飞机携带精
确制导武器向地面预设目标发起多轮
突击。

作战集群里，中方官兵驾驶坦克、
步战车与俄军战斗阵列齐头并进；后方
隐蔽地域，双方官兵肩扛防空利剑，紧
盯当面空情，时刻准备掩护地面突击力
量，打击空中来犯之敌……

演练现场，虽然有时候操作俄方装
备还略显生疏，但中方参演官兵表现出
的过硬技能和优良作风赢得俄军同行
高度称赞。
（本报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 9月

16日电）

学用俄军装备 展现深度互信
——“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中方参演官兵临战训练直击

■李 辉 本报特约记者 杨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