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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走进海军西沙中建岛官兵的五彩世界

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缺土、缺淡水、多台风，西沙中建岛“四高两缺一多”，
年无四季本无生机，却因为有一代代天涯哨兵“乐戍铸疆”，成为了南海上的五彩之岛。

如果不战备值班，下士汪通每周
六都会沿着白色沙滩捡拾各种海洋
垃圾。除了泡沫、塑料、浮木和刻着
外文的汽水瓶，汪通还捡到过商船上
掉下来的探照灯。

白色，是中建岛与生俱来的底
色。大量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珊
瑚、贝类经过上万年的风化，形成了
独特的白沙滩。这座白色沙岛曾经
连泥土都没有，每个上岛的人都要
顶住台风，抗住炎热，耐住寂寞。

白色，也是中建岛的英雄本色。白
沙滩如同雪域高原，对日光的反射率高
达90%，很容易导致雪盲症。岛上人说，

“没有七分英雄胆，休上中建白沙滩。”
2016年，军嫂宋瑞亚、李维娜一

路劳顿登上了白沙滩，成为首批上
岛探亲军属。军嫂们也收获了人生
最美瞬间：穿着白色的婚纱，与穿着
白色海军军装的爱人，在白沙滩上
拍下了只属于天涯哨兵的婚纱照。

要在中建岛扎根，人和树都不
容易。岛上原本一棵树都没有，没
有绿色。40多年前，海军运送了15
类 890棵树苗上岛，但因为环境恶
劣，只有班长巫瑞孔种下的一棵银
毛树存活了下来。那一年，23岁的
巫瑞孔青春年少，如今已年过花甲。

没有土，官兵探亲回岛时就一
包一包地带。为了岛上多一抹绿，
官兵腾空了行囊，只为多带来一抔
家乡的泥土。如今，中建岛上有来
自20多个省份的土壤，守岛官兵用
青春和双手，种活了马尾松、银毛
树、椰子树、抗风桐等7000多棵树
木，南海戈壁滩正在变为绿岛。

1982年，岛上种活了第一批近
300棵椰子树、马尾松等。20年后，
当年种活的第一棵椰子树结出了第
一颗椰子——这颗珍贵的椰子被

“请”进荣誉室，珍藏到现在。
1999年上岛的老兵邱华，已记

不清种活了多少棵树。作为守岛
最长的兵，邱华已至不惑之年，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他看来，岛上
的绿色就是他逝去青春的颜色。

“用坚强的心，支撑自己的身躯，
蔑视暴风雨。”种活了一株抗风桐后，
邱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上等兵张伟每次跟家人视频时都得
用滤镜。“晒得太黑了，我妈看到要哭。”

其实张伟不是岛上最黑的兵，
洪咏春才是。洪咏春的皮肤已经黑
得发亮，像涂了一层巧克力。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守岛官
兵长年开展实战化训练，黑色成为
了官兵的标准色。守岛官兵人人会
唱一首名叫《西沙黑》的歌曲：黑出
咱西沙的英雄气啊，谁要不黑谁惭

愧。黑色，在这里是练兵备战的阳
刚，是爱军习武独特的美。

油机班副班长张凯上岛时刚满
18岁，班长王禄藩把张凯叫到跟前，
把一手黑乎乎的机油抹在他的额

头：“欢迎加入中建岛！”
张凯永远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入

营式和成人礼，留在了最脏最操心
噪音最大的油机班，每天要用柴油
才能洗去迷彩服上黑色的油污。

营长范期宏指着白沙滩上的红
色植被说：“这种草最大的特点，就
是越缺水越红！”

营长说的植被叫海马草。在岛
上，只有三样东西是红色的：旗帜、
海马草和海马草“种”成的旗帜。

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官兵们用红色的海马草在沙滩上

“种”出了一幅2500平方米的巨幅
国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们又“种”出了巨幅党旗。在中建
岛西北部的海滩上，官兵们还“种”

出“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的红色誓言。

巨幅的红旗，在航拍图片上
清晰可见，宣示了我国对中建岛
不容置疑的主权。红旗曾六次被
台风卷起的海沙掩埋，又一次次

鲜红如初。
上士王超最喜欢做的事，就是

一次次往返于沙滩和海边，打水来
浇灌当年亲手“种”下的红旗。“只要
有一点点海水的滋润，海马草就会
顽强地生存下去。”王超说。

有一种红叫“海马红”

欧逸超发现一个现象：商船经
过中建岛附近都会放慢航速——岛
上有了4G信号，于是商船通过附近
海域时，就可以来“蹭网”。

事实上，为维护这片蓝色海洋的
和平安宁，中建岛为南海提供的远不
止于4G信号，这个小岛对防灾减灾、

人道主义救援和航行安全更具现实
意义。这也是正在走向深蓝的人民
海军赋予守岛官兵的使命和责任。

“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
线里。”守岛官兵时常会收到过往舰
艇编队发来的问候电报，再目送战
友或东进太平洋，或西出印度洋，走

向深蓝向海图强。不能随舰艇编队
远洋砺剑，也不能亲赴亚丁湾护航，
守岛军人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
看一眼传说中的大洋深蓝，却从未
在航程中缺席。

老兵邱华最初的梦想就是当水
兵，可以乘军舰环球航行，现在成了

岛龄最长的兵。邱华喜欢用诗一般
的语言，记录在岛上20年的所思所
想：“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我多
想穿着海军的军装，去看看那深蓝
的大洋。”

(新华社三沙6月10日电 记者
李学勇 黎云 梅世雄)

有一种蓝叫“海军蓝”

有一种白叫“沙滩白”

有一种绿叫“青春绿”

有一种黑叫“西沙黑”

外交部：

蓬佩奥涉华表态充斥着谎言与谬论
将损害美国公信力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称中国企业难保信息安全，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0日表示，蓬佩奥有关中国的表态充斥着谎言
与谬论，满世界造谣污蔑，损害的是他个人的形象
和信誉，损害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再次称，
中国企业难保信息安全，同中国企业合作就相当于
同中国政府合作。只要使用华为通讯技术，隐私和
数据保护就无法得到保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蓬佩奥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
言必称中国，可惜他有关中国的表态充斥着谎言
与谬论。就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华为公司为例，
美方一直声称华为等中国企业存在‘安全风险’，
但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耿爽说。

他表示，中方多次说过，美方以莫须有的罪
名，动用国家力量、开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这样
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很不道德，也很不光彩，有失
一个大国的水准。

“我想提醒蓬佩奥先生的是，他的那套说辞，
似乎别人并不买账。即使在美方肆意打压的情况
下，中国企业的业绩似乎还不错。根据我从华为
网站了解到的情况，截至6月6日，华为已在全球
30个国家获得了46份5G商用合同，这其中就包
括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苦口婆心’劝说的一些盟友
和一些欧洲国家。至于这些国家的名字，我在这
里就不点了，以免某些人听了之后扎心。”耿爽说。

“这再次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正有越来越多
的人士对中国科技企业参与本国5G建设表明客
观公正的态度，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自主作
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他说。

“蓬佩奥先生应该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
是满世界造谣污蔑、煽风点火，最终损害的只能是
他个人的形象和信誉，损害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
公信力。”耿爽说。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达31010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61亿美元，升幅为0.2%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
外汇管理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较4月
末上升61亿美元，升幅为0.2%。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
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5月，全球贸易摩擦升
级、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推高市场避险
情绪，美元指数和全球债券指数有所上涨。

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向好，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状况保持稳定，外汇储备
规模稳中有升。

“我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将为外汇市场平稳
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
供坚实基础。”王春英说，往前看，全球政治经济不
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
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足够韧性和巨大潜
力，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长期向好的态
势不会改变。

数据显示：

中国遭受的网络攻击
主要来自美国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
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日前发布《2018
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数据显示，来
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最多，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根据CNCERT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木马和僵
尸网络方面，2018年位于美国的1.4万余台木马
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334万
余台主机，控制服务器数量较 2017 年增长
90.8%。在网站木马方面，2018年位于美国的
3325个 IP地址向中国境内3607个网站植入木
马，向中国境内网站植入木马的美国IP地址数量
较2017年增长43%。根据对控制中国境内主机
数量及控制中国境内遭植入木马的网站数量统
计，在境外攻击来源地排名中，美国“独占鳌头”。
有关专家表示，一直以来，美国都指责中国是美国
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美
国才是网络攻击的最大来源国。

中国今年前5个月外贸“成绩单”
10日出炉。尽管遭遇保护主义“逆
风”，中国外贸表现依旧稳健；美方一
意孤行升级对华经贸摩擦，不仅没有
达到缩小贸易逆差的预期目标，反而
促使逆差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1%，快于一季度3.7%的增速。中美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万亿元，同
比下降9.6%。其中，我国对美出口

1.09 万亿元，下降 3.2%；自美进口
3352.7亿元，下降25.7%；对美贸易顺
差7506.2亿元，扩大11.9%。

招商证券分析显示，美国5月10
日起将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至25%，对
这部分商品出口美国造成一定负面影
响。另一方面，当前部分企业也在抢
抓出口。两者作用相互抵消，负面影
响暂不明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庄芮认为，我国对美进出口的降
幅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美国市场
对我国产品的依赖高于我国市场对美
国产品的依赖。“这也表明，美方一再
挥舞关税大棒，实际上完全是发错了
力，无助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美方自身发布的数据可以作为有
力证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2018年货
物贸易逆差总额为8913亿美元，创下
十年来新高。

就在几天前，中国商务部发布《关
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
研究报告》，从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
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美元
货币地位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阐述
了美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

报告说，美国只有采取宏观调控
政策，量入为出，实现供需平衡，才能
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
芬·罗奇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并非

“平白无故”产生，实际上反映了美国
经济严重的内部失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李雪松认为，美国单方面挑起并
升级经贸摩擦，将加剧美国及全球经济
下行风险，假以时日，对美国经济的不
利影响将从不同侧面不断加大。合作
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本着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中美最终需要
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分歧和摩擦。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靠贸易霸凌缩小贸易逆差？美国打错了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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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7月10日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
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调图后，全
国铁路暑期高峰日均增加客运能力26万个席位。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
调整列车运行图，是以满足暑期客流旺季运输需
求为重点、兼顾货运增量需求而进行的一次调整，
主要调整内容为：

调图后，全国铁路日常增开直通旅客列车39
对，变更运行区段54.5对；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动
车组列车25对、变更运行区段2对。

此次调图，全国铁路新投用一批复兴号动车
组，更多旅客将享受到复兴号动车组优质服务。

此外，铁路货运能力同步提升。增加2条中
欧班列国内运行线，达到70条；进一步优化中亚
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沿江班列开行结构、径路，
为铁路货运增量行动提供运力保证。

训练间隙，中建岛守备营战士在共享水袋里的水（5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利者，义之和也。”一些目光短浅
的美国政客怕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反
而亲手抛弃了曾经自我标榜的国际道
义，让世人看清了什么叫见利忘义、什
么叫背信弃义。

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全
球头号强国，并逐渐改变曾经的“孤立
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宣传
其价值理念，极力塑造“第一大国”形
象，编织了美国“自由世界领袖”“必不
可少的国家”等神话。然而，这届美国
政府却要将本就广受质疑的所谓道义
家底彻底败光。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说着“自由、公平
和互惠的贸易”，却不断挥舞关税大棒，
搞极限讹诈；口口声声说“打造开放投资
环境”，却以“莫须有”名义打压他国企

业；自身发展遇到问题，却蒙骗民众，转
嫁国内矛盾；天天高谈阔论国际责任，自
己却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
自我标榜“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却肆意干预他国内政；毫无根据地指责
别国侵犯人权，自己却执意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咨询机构盖洛普的一项
民调显示，在抽取的134个国家中，对当
下的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人持续减少，和
几年前相比降幅高达近20个百分点。

现如今，大家都看清了所谓美式道
义的真相：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道义”
的，无助于实现“美国优先”就是“不道
义”的。连美国众多盟友也吃了大亏。
美国单方面退出由其牵头的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给其他参与国来了个措
手不及；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使多年艰苦谈判的成果付
诸东流；美国刚与欧盟发表暂缓加征关
税的联合声明不到一个月，就再次要挟
对汽车加征 25%关税……提出“软实
力”概念的约瑟夫·奈都不得不承认，美
国的“软实力”已经遭到削弱。

美国对国际道义的扭曲和蔑视，暴
露了一些美国政客极端实用主义的处事
做派。在他们看来，国际交往根本毫无
价值、规则可言，仿佛除了赤裸裸的利益
交换，就是力量对抗。而所谓“道义”，不
过是他们争夺话语权、营造舆论，并最终
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美国学者劳伦
斯·达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政策
是打着‘理想’旗号的变相帝国主义”“是
用道德高尚的辞藻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进
行解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美

国政客总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对
待国际规则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真正
的国际道义，不仅是国际话语权的基
础，更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一些问题的
共识，表征着人类文明对一些价值理
念的尊崇。比如要互助合作，而不能
以邻为壑；要遵信守义，而不是反复无
常；要相互尊重，与他国平等相待，而
不能搞唯我独尊、霸凌主义那一套
……肆无忌惮践踏公认的价值准则，
只能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国际社会的
谴责。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美国决策者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美国前总统林肯有句名言，“人所能
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
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

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美
国作为全球大国，理应负起应有的责
任。越是在复杂问题面前，越应显示出
与自身体量相匹配的风度和智慧。要知
道，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
力，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拥有的力量，归根
到底靠的是守住共同的价值，推动形成
更广泛的共识、达成更广泛的合作，最终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
者名节。”一个国家只有堂堂正正，才
会赢得世人的认可。奉劝美国一些政
客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
道义高地容不下背信弃义，背信弃义
无法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也无
法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负责。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道义高地容不下背信弃义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 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