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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忠诚是信仰——— “杨树鹏、李磊们”的故事———

关 东 往 事
□ 石钟山

UN步兵营战事
□ 王 昆

35 10
在大家不分昼夜清理场

地的这段时间，负责去卡卓
卡季执行警卫任务的副营长
陈三东正面临另一种情况。

卡卓卡季县位于中赤道州，在首都
朱巴以南140公里。这是中国步兵营在
建设初期执行的第一次长途巡逻任务，
由陈三东副营长担任指挥组组长，以步
兵二连为主，共出动兵力96人，具体负
责调查沿途及卡卓卡季地区道路通行情
况、安全形势、平民生活状况、当地社
情民情以及“苏人解”活动等相关情
况。

之前尼泊尔营护送民事人员赴卡卓
卡季途中，曾发生过联络官被扣留并遭
受辱骂殴打的事件。为确保任务顺利完
成，长巡分队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认
真分析复杂道路状况，组织车辆检查修
理，进行车辆试跑以及实车摆练；充分
预设各种情况，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情况
推演；在枪弹配备方面，立足最复杂、
最困难情况，优化火器种类数量，携带
足量弹药，突出轻重结合、远近搭配、
点面互补；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夜间训
练，提升夜战能力。除此之外，在计划
安排上，可谓细之又细。

长巡分队由步兵二连三排、机械化
排、保障排，加强部分力量编成，人员
共计96人，各型车辆16台。区分“一组
三队”即指挥组、第一战斗队、第二战

斗队、第三战斗队。其中，指挥组由陈
三东任组长，军事组由李红奇、邱天
星、步兵二连连长共3人编成，主要负
责武装护卫行动的组织指挥。

前方警戒由第一战斗队承担，步兵
二连机械化排第二、三班编成，排长颜
超超任队长，共33人。装备有突击车1
台、步战车2台、运输车1台、水车1
台、冷藏车1台。

侧方警戒由第二战斗队负责，步兵
二连机械化排一班和作战保障排编成，
副连长孙长青任队长，共三十一人。配
备突击车二台、步战车二台、发电车一
台。

后方警戒由第三战斗队司职。步兵
二连三排编成战斗队，三排排长吴强任
队长，共28人，乘坐突击车1台、步战
车2台、救护车1台、运输车1台。

赴卡卓卡季长巡共安排7天时间，
总行程约280公里。行进中，由外联组
负责定时情况通报，定时通过任务区、
南战区相关部门以及各网络收集任务地
域最新情报动态及研判结果，通过作战
值班室柯顿电台向武装护卫指挥组通报
武装护卫沿途安全形势，遇有紧急情
况，实时通报。由任务分队负责动态情
报侦察，利用车载和便携观瞄装备进行
动态和静态侦察，收集情报信息，了解
掌握临时行动基地周边民社情、路线通
行状况及沿途地形特点，行动路线上各

检查点、供水点等具体信息。
同时，以车载短波电台为主要通信

手段，与营作战值班室建立24小时通信
联络，保持全时守听；以手机作为备用
通信手段，以卫星电话手持机作为应急
通信手段，分别与营作战值班室保持通
联，每30分钟报告一次情况。以手持对
讲机为主要通联手段，使用统一信道，
全程与联合国军事联络官进行沟通交流
(为军事联络官每台车辆提供1部对讲
机)，以手机为备用通联手段，全时保
持开机。以车载对讲机和手持对讲机为
主要通信手段，移动手机作为备用通信
手段；以手语、旗语作为内部简易信
号，在特殊情况下确保内部通联畅通。

一切安排完毕后，陈三东才长舒一
口气。执行任务期间，长巡人员每分每
秒要面对的都是气候恶劣、沿途路况危
险、地区形势紧张等困难，大家精神高
度紧张。正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与
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天斗：三月
中下旬以来南苏丹逐渐进入雨季，此次
任务期间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
里，时而大雨滂沱，上半夜群星闪烁，
下半夜电闪雷鸣；与地斗：沿途净是丘
陵河谷，道路坎坷难行，稍不留神就有
翻车的危险，平均时速不足10公里；与
人斗：武装部落遍布沿途，抢劫事件时
有发生，“苏人解”检查站的惨痛教训
令联络官仍然心有余悸。

马天阳被放出来了，他
站在阳光下，头发已经很长
了，身上沾着草屑，阳光刺
得他睁不开眼睛。他眯着眼

睛看见魏局长。
魏局长说：今天我带你下馆子。
他扶住了马天阳，上了他的车。
洗了澡理了发，换上新衣服的马天

阳，又是以前的马翻译官了。魏局长安排
为马天阳接风，李队长、小张等平时和马
天阳关系不错的人都到场了。

那天晚宴上，魏局长把几张报纸递
给马天阳：这上面说的都是宋鸽的事，我
不识字，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马天阳在日本宪兵队就看过这份报
纸，没细看，只瞟了一眼。此时，他望着这
份报纸，报纸上还登着宋鸽的照片，宋鸽
在他眼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

那天晚上，他许久没有睡着，翻来覆
去地看着那张报纸，日本人说宋鸽交代
了她的上级，陈书记现在在哪？是不是被
敌人抓起来了？宋鸽招供了自己，供出了
上级，却隐瞒了他，宋鸽为了保护他不惜
出卖了自己的上级……想到这里，他再
也睡不着了。在灯上看着宋鸽的照片，眼
泪滴在宋鸽的脸上。

重获自由的马天阳像一只断了线的
风筝，以前宋鸽是他的上线，他们一直保
持单线联系，只在刚到哈尔滨时见过一
次陈书记。陈书记的身份，甚至真实姓名

他都一无所知。失去了宋鸽，等于他失去
了组织。

他和宋鸽曾经约过几处接头地点，
江边的排椅、教堂，还有秋林商场前的垃
圾桶下面，他们都放过情报。这是他和宋
鸽约定的，不知组织知不知道这些联络
点。

几天以后，趁人不注意，这些联络点
他都去了，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情报。
他每走到一处，都会想起宋鸽，他们曾经
说过的话，她的话音和笑声，这一切都成
了回忆。

宋鸽留下脱离党的声明走了，她现
在去哪儿了？她还好吗？她会想起他
吗……许许多多的疑问在他脑海里汇
聚。

虽然宋鸽脱离了党的组织，又供出
了上线陈书记，这样的行为就是叛徒。可
他仍然止不住去回忆她，思念她。

在失去组织的日子里，他只能等待。
侯天喜也为他安排了接风，地点就

在马迭尔的西餐厅，他见到了娜塔莎就
想起了宋鸽，忍不住伤感起来。

侯天喜和他坐在一侧，老朋友似的
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上：天阳，对不起，我
真蠢，宋鸽是共产党，怎么会让你知道
呢？听说共产党的组织联络非常保密，她
不可能把真实身份告诉你。

他低下头，只能苦笑一下。
侯天喜又说：真没看出来，宋鸽会是

共产党的人，她当初和你谈朋友，一定是
想利用你的身份，保护自己。

面对侯天喜如此这般，他只能逢场
作戏地参加这次晚宴。

喝了几杯酒的侯天喜，放下杯子道：
宋鸽这丫头也够有心计的，她招了她的
上级，日本宪兵去抓人时，人早就跑了。

他侧过脸望着侯天喜：这么说，没有
抓到人？

侯天喜摇摇头：抓人那天我就在场，
宋鸽交代的地址房门号都对，可就是没
人。

他听了侯天喜的话，放松了起来，只
要陈书记没事，一定会安排人来和他接
头。

酒喝得差不多了，侯天喜见他闷闷
不乐，便说：让娜塔莎给你介绍一个女朋
友吧，俄罗斯姑娘，一会儿让娜塔莎带
你去歌厅，随你挑。她们都希望找个中
国人做男朋友。

娜塔莎也说：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姑
娘呢。

吃过饭，他没和侯天喜去歌厅，推
托身体不舒服回到了警局的宿舍。躺在
床上，又想起了侯天喜说过的话：宋鸽
这丫头也够有心计的……

陈书记一定知道她被捕的消息，三
天时间，足够让陈书记安全转移了。

看来宋鸽已经算计出这个时间差
了，才供出了她的上级。

向 警 予（１８９５－
１９２８），原名向俊贤，女，湖
南溆浦县人。中国共产党
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
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
妇女运动的先驱。

向警予１８９５年９月出
生于溆浦县城一个殷实的
商人家庭。１９１２年以优秀
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
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
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
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
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向警
予在这里认识了蔡畅，并
通过她结识了蔡和森和毛
泽东。

１９１９年秋，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
体新民学会。同年１０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
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１２月，向警予和蔡
和森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
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
产主义战士。

１９２２年初向警予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开始领导
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２５年５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并增选
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学习。１９２７年４月回国，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
传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
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

１９２８年３月２０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敌人
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严
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５月１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
里杀害她。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
群众进行演讲。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
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地讲下去。残酷的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
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
向警予被押赴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３３
岁。 （据新华社长沙５月２４日电）

“模范妇女领袖”

向警予

向警予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4日就布基
纳法索同台湾“断交”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表声明，决定自即
日起同台湾“断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同
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他说，众所周知，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
了第2758号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该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13亿多
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
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

陆慷表示，当前，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今年9月中国将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掀
起中非友好合作新的高潮。近年来，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纷纷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重返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充
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
欢迎布基纳法索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合
作大家庭。”

布基纳法索政府

同台湾“断交”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
行会晤。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华，赞赏默
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
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广度和深度达
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
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赢的
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

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这
应当是双方下阶段推进两国关系共同努力的
方向。双方要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对双
边关系的顶层设计，鼓励两国各领域交流合
作，用好机制性对话，我们欢迎德国抓住中
国新一轮开放机遇；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共同做大蛋糕、做大产业、做大市场，双方
可以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开
拓第三方市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手，夯实
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展现中德两国的责
任和担当，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

愿继续同德方在多边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
理和多边主义，在推动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方
面加强沟通合作。中方赞赏德方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欢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欧洲自
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希望欧盟保持团结、
稳定、开放、繁荣。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
定倡导多边主义，向国际社会发出更多明
确、可预期、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动国际形
势朝着稳定和有利于各方的方向发展。

默克尔表示，很高兴连任德国总理后很

快来华访问。我赞同习主席对德中关系的评
价。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是德国重要
贸易伙伴。德中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德国愿
抓住中国深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扩大德中
贸易投资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在当前世界
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德中两国要加
强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密切在二十国集
团等多边框架内业已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
支持增进欧中合作关系。

双方还就国际贸易、伊朗核问题等共同
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愿继续同德方在多边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

朝鲜确认废弃核试验场
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在国际记者“见证”下，朝鲜24日正式废
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炸毁地下坑道和一些地
面附属设施。按国际记者已发消息，爆破持
续数小时。

朝鲜中央通讯社24日晚报道，朝鲜核武
器研究所证实完全摧毁这处核试验场。

外界先前普遍认为，废弃丰溪里核试验
场是朝鲜政府为朝美领导人会晤设定积极
基调。但据最新消息，美国白宫24日发表声
明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取消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日在新加
坡的会晤。

国际记者“见证”

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已知的唯一核
试验设施，朝鲜6次核试验全部在那里完成。

美联社报道，废弃程序主要是炸毁3条
地下坑道以及地面附属设施。

韩国记者发回的消息说，朝方当地时间
11时引爆一条地下坑道，14时爆破另外两条
坑道。那以后，朝方炸毁了警备部队营房和
其他地面附属设施。爆炸至16时17分结束。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记者切希尔在这家
媒体的官方网站留言：“巨大爆炸，感受得到。
尘土向你飞来，热浪朝你袭来。非常响。”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韩国的
10家媒体记者组成的国际记者团现场采访
了爆破拆除活动。

丰溪里核试验场在朝鲜称北部核试验
场，坐落于东北部咸镜北道深山。法新社记
者没有受邀赴现场报道。但这家媒体报道，
为抵达目的地，国际记者团成员乘火车，换
乘大客车，最后步行，耗时大约14个小时。

美联社报道，邀请国际媒体，尤其是外
国电视记者，说明朝方想让世界关注丰溪里
核试验场的废弃仪式。

韩联社报道，无法确认金正恩是否赴现
场观看废弃仪式。

没放射性物质泄漏

24日晚，朝中社援引朝鲜核武器研究所

的声明报道，这一研究所24日举行仪式，确
认完全摧毁北部核试验场。

声明说，废弃程序包括以爆破方式使核
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封闭所有坑道入口，
同时爆破一些观测设备和警备设施。“已经
证实，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也没有对周围
生态环境构成不利影响。”

声明说，后续将拆除地面所有观测设
备、研究所和警备部队建筑，还将撤走警备

人员和研究人员，最后完全封锁核试验场周
边区域。

朝中社报道，炸毁前，两条地下坑道可
随时准备投入“非常强大”的地下核试验。

褒贬不一

朝方这次没有邀请外国核专家见证废
弃活动令一些人生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
说，丰溪里核试验场经历6次核试验，继续使
用的可能性原本不大。另外，不清楚朝方这
次关闭丰溪里核试验场的过程是否为“不可
逆”。如果朝方需要，可能会快速重建。

但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朝方不设任何先
决条件、不要求美方予以回报地废弃核试验
场，说明朝鲜政府严肃对待无核化进程。

韩国东国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高宇焕说，
废弃仪式“不可遭贬低为媒体噱头”，“重要
的是朝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无核化承诺”。

新加坡“特金会”取消

特朗普24日说，因近期朝鲜表示出的
“公开敌意”，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中旬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金
正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分期
待与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近日展现出

“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前已不适
合举行这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特朗普还说，他认为朝方此次“错失良
机”，但仍期待未来能与金正恩会面。他感到
自己与金正恩已建立起良好的对话，而最终
真正起作用的仍将是对话。（综合新华社电）

这张数字地球公司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的是朝鲜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2018年5
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２４日，随着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位于
朝鲜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内，多条核试
验坑道被爆破。舆论认为，朝鲜此举是在半
岛局势酝酿重大转变之际主动释放善意、向
半岛无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今年以来，朝鲜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作出
的重大调整令人瞩目。对内，朝鲜调整了多
年以来的经济与核武力建设并进的战略路
线，提出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新
战略路线；对外，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两
次来华，并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
晤，还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
会晤。这些举措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的外交努力形成呼应，使半岛局势不断走向

缓和，出现了对话与和解的良好局面，值得
各方共同珍惜。

在各方寻求推动朝核问题解决、实现
半岛由对抗走向和解和平之际，朝鲜公开
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释放出履行承诺、
推进半岛无核化的善意和诚意，有助于缓
和半岛局势、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

支持。
朝核问题是半岛问题的重点，其本质是

安全问题，朝美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自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朝美围绕核问题针锋
相对、反复较量，但对抗不仅未能解决问题，
还使半岛和地区局势一再陷入紧张乃至危
急状态。值得庆幸的是，今年以来，朝美关系
出现转圜契机。朝鲜领导人多次确认半岛无

核化目标，美方也对朝方的安全关切作出正
面回应。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有助于
朝美进一步积累互信。

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半岛问题的解决不
会一帆风顺。人们期待，在半岛局势处于转
圜向好的重要关头，朝美双方能够坚定信
念、着眼长远，抓住历史性机遇，把朝鲜废弃
丰溪里核试验场作为新的起点，继续相向而
行，积小步为大步，加强对话与沟通，不断扩
大共识，消除疑虑和分歧，沿着“双轨并进”
思路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这无疑有利于维
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实现地区的长
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据新华社朝鲜丰溪里５月２４日电）

迈向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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