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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警部队
和乌兹别克斯坦国
家近卫军首次进行
的“合作—2019”
联合反恐演练，日
前在乌兹别克斯坦
吉扎克州福里什山
地训练场如期完成
各项训练，圆满落
幕。

图为中乌官兵
在 训 练 直 升 机 索
降。 罗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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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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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因了老母亲身体的缘故，我时不
时地要回上海或长或短地住上一阵。每每回上
海，自然少不了来回奔波于医院重症监护室和
上海的那个家。从浦西到浦东，从拥挤的地铁
到盘绕于跨江大桥之上的公交车，从栀子花的
清淡到夹竹桃的纷繁，从春末夏初雨骤风狂到
深秋卧室窗外那两棵金桂爆发般地飘香——我
呆呆地望着一阵阵倾斜的江南雨丝在车窗玻璃
上形成的痕迹，心里不免会涌出一阵阵歉疚：
如果我不是像曾经那样度过自己一生，是不是
会有更多时间守候母亲，回报母亲一生的孤独
和期盼？

那是一种无法除却、甚至都无法减轻的歉
疚。兴许也是一代人的歉疚……

说一点“小事”。那年，我十七岁。由于
三年自然灾害，身边聚集着一批十六七岁、同
样因营养不良而体质孱弱，身患各种慢性病休
学歇业在家治病的少男少女。我们每天都会
到住家附近一个小公园里碰头，除了学打强
身疗病所需的某种太极拳，更主要的是交流
近日来各自的读书心得，讨论当代青年应该
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讨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
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人组织我们讨论，更
没有人要求我们讨论。我想，公园里那几十棵
合抱粗的百年法国梧桐一定常常在取笑我们：
这一群连何时能治愈自己的病都还不清楚的小
毛孩却为如此这般的一通“空谈”争执得脸红
脖子粗。

我们真的争论得非常激烈，自然也非常真
诚。真诚的证据之一便是，不久后，我们中间
便有不少人毅然决然响应国家的号召，离开繁

华的大上海，到最艰苦的大西北去“改变一穷
二白”。记忆特别深刻的有一位因病休学在家
的顾姓同学，当年病愈参加高考并考取了复旦
历史系，他决定放弃，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大
西北种地。那天我们六七个最要好的朋友紧急
赶到他家，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和劝告，他终
于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当前困难的局面
下，祖国需要有人到大西北去种地，但为了将
来的发展，也需要有人留在上海读大学。我们
去种地，你留下读大学。他答应了。走的这批
人同时又约定，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刻，面对到
火车站来送行的家长、同学和老师，绝对不能
哭，要笑着告别上海。我们做到了。当站台上
的大喇叭里响起激昂的弦律，父母和兄弟姐妹
一边追赶着缓缓启动的车厢，踉踉跄跄哭成一
片时，我们却“坚定”地在车窗后边保持着微
笑，只是等列车驰出上海站，再也看不到母亲
们的身影时，越走越快的车厢里才爆发出一片
压抑已久的哭声……从此奋斗大西北，落脚祖
国各地……

但是，青春无悔。
近年来，有人开始嘲笑我们的这四个字。

我们不去辩白。因为这四个字的深处有着只有
我们才懂得的那份对祖国的承诺和真诚——我
们中间有不少人当时是写了血书主动要求去大
西北种地的。在一份份血书里，我们铸进了人
生的真谛和希望、母亲的眼泪和嘱咐，还有那
永远无法消却的对母亲的歉疚……

是一代人的歉疚，同时又是一代人的自
豪。母亲生养了我们，又把我们送到祖国怀抱
里。几十年来，我们痛苦着祖国的痛苦，欢笑

着祖国的欢笑，坎坷着祖国的坎坷，反思着祖
国的反思。我们和祖国一起成长，必然地，也
辉煌着祖国的辉煌。我们明白，每一代人都有
每一代人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在国家最困难
的时候，我们像前辈和先烈一样，迈出了自己
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担负起国家需要我们担负
的那一份责任。假如未来某一天回首人生，我
们一定可以向全世界骄傲地宣告：“中国，你
就是我，就是我们！”并且踏石有痕地留给历
史这样八个字：绝不后悔，祖国万岁。

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啊。
一代人——
又一代人……
我不想哽咽。
中国就这样从一代人手里交到了另一代人

手里。一代人又从一代人手里接过中国，带着
难免的歉疚，带着总有的自豪，并带着冥冥中
托付、降临的使命，接、过、中、国——接过
一个谁也无法撼动、必定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
走到底的中国，开始又一个七十年的行程。

绝不后悔，
祖国万岁！

（作者为著名作家）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7
日表示，中方赞赏法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参与5G建设表明的公正态度，
并鼓励更多国家基于事实、独立地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6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被问及美国在5G建设上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时表示，现在
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科技战”或者“贸易战”是不合适的。法方坚
持多边主义，主张开展合作，不会对华为或其他任何企业采取封锁
行为。我们注意到你昨天指责了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采取的限制性
措施。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美欧国家之间的不同立场？

“我注意到你引述的马克龙总统的有关表态，赞赏法方对中国科
技企业参与5G建设表明的公正态度。”陆慷说。

陆慷说，在全球化的今天，5G的开发、利用有赖于世界各国的
交流合作。像美国那样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干扰 5G 开发、利用与合
作，甚至滥用“国家安全标准”，把有关问题政治化，采取打压限制
特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不仅不利于 5G 的发展，也有悖公平竞争原
则，最终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

赞赏法对中国企业参与5G建设态度公正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中国和意大利深化
广泛领域合作提供更大助力。

有记者问：据报道，意大利农业、食品、林业政策和旅游部部
长琴蒂纳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的项目绝不是危险的项目。对意大利而言，强化与中国
的关系是一个有魅力的选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对琴蒂纳约部长的表态表示赞赏。“意大利能够义
无反顾地参加到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来，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
发展带来的机遇，看到了中意合作的广阔前景。我想，这就是琴蒂
纳约部长描绘的强化中意关系的魅力所在。”

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中意深化合作

在海关总署与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移交仪式
上，杭州海关向林业部门移交象
牙等濒危物种制品 2200 件 （箱），
共计 863.69 千克。这是该海关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象牙等濒危
物种制品移交活动。据悉，这些
象牙等濒危物种制品是杭州海关
近几年在旅检、邮递渠道截获以
及缉私部门在各类案件查办过程
中所得的。

自 2017 年 7 月哈尔滨、大连
海关首批顺利移交以来，已有 20
个海关与林业部门完成移交工
作，共计移交象牙等濒危动植物
制品超过15万件、27.75吨。

图为移交的部分象牙制品。
海关总署供图

本报北京5月 17日电 （记者余
建斌） 国内首台 80 吨液氧甲烷火箭
发动机——蓝箭航天“天鹊”发动机

（TQ-12） 日前试车成功，这意味着
中国航天民企首次掌握了百吨级液体
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并具备了发
动机研制所需的保障能力。

“天鹊”发动机是中国目前推力最
大的双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具有无
毒环保、高可靠、高性能、低成本、易操
作、可重复使用等特点。据蓝箭航天首
席执行官张昌武介绍，“天鹊”发动机

从2017年启动相关研制工作，先后完
成了燃气发生器试车、短喷管推力室
试车、半系统试车等重大试验。本次试
验过程中，发动机起动关机平稳迅
速，正常工作段参数稳定，发动机各
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本轮试验成
功验证了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大推力发
动机从设计、研发、制造、生产、装
配到试验的完整流程。80 吨液氧甲
烷发动机试车成功，也实现了蓝箭航
天从 10 吨级到百吨级研制能力的全
面掌握和动力区间的全面覆盖。

首台80吨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新华社柏林5月17日电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约亨·霍曼 16日在该
机构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反对将中国企业华为排除在德国的5G建设之
外，同时强调所有企业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要求。

德国重申5G建设不会排除华为

海关向林业部门移交
象牙等濒危物种制品

本报北京5月 17日电 （记者叶
晓楠） 全国妇联近日在京召开“家家
幸福安康工程”启动部署暨 2019 年
度中国最美家庭揭晓会，决定启动实
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并揭晓 999
户中国最美家庭。

据悉，这些最美家庭当中，有自

觉践行低碳环保生活理念、积极参与
环保节水工作的北京欧阳湘萍家庭；
有运用互联网，带动全村人走上了致
富路的普通农民甘有琴家庭；有忠诚
担当，守护千万家庭幸福的警察夫妻
石琛家庭；有投身国家级重点贫困县
支教事业的邢宝明家庭等。

2019年度最美家庭揭晓

新华社拉萨5月 17日电 （记者
田金文）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知识产权
局获悉，近年来西藏商标数量实现飞
跃，截至目前，西藏有效注册商标达
23740件，高原特色品牌市场影响力
扩大，有效助推西藏品牌经济高质量
发展。

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藏医藏药、绿色食品、特色农
畜产品加工业等蕴藏着巨大商机。西
藏从 2005 年开始实施品牌战略，在
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扶持本土企
业，涌现出一批知名度高、竞争力强

的高原特色品牌。
“我们始终把商标品牌建设作为

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抓
手，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
已落实奖励扶持资金 2300 多万元，
把高原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增加市场竞争力。”西藏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局长达娃欧珠说。

数据显示，西藏地理标志商标已
有 94 个，遍及全区 7 个地市，覆盖青
稞、牦牛、藏香、氆氇、土豆、茶叶、天
麻、松茸等几十种高原特色农畜产品、
林下资源产品和西藏特色文化产品。

中乌联合反恐演练收官

西藏有效注册商标达23740件

■ 江华：小儿推拿是高手

5 月 7 日，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的
华一盲人医疗按摩院内，院长江华正在对一名幼
儿进行背部按摩。旁边还有不少家长抱着孩子在
候诊。

华一盲人医疗按摩院是福建省百家盲人按摩
示范店之一，小儿推拿是该店的招牌，良好口碑
与江华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为小儿推拿的高手，江华的人生并非一路
坦途。上小学时，江华不幸罹患青光眼，双目失
明。但残酷的命运没有将他击倒，2001年，他考
取河南针灸推拿学院，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获

“优秀毕业生”称号。
2004 年 8 月，因推拿技艺精湛，江华被三明

市残联聘为残疾人康复中心按摩推拿培训老师。
与此同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投资开办了华一盲
人医疗按摩院。2012年，通过远程教学，他又进
修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学专业，并
考取盲人按摩医师、高级保健按摩师资格。

学业事业双丰收的同时，江华不忘热心公
益，回馈社会。作为三明市盲协主席、福建省盲
协副主席，2012年，他带头成立全省首家盲协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现在已有队员150余人。7年多
来，他们“一双手推出健康，一颗心回报社会”，
组织公益按摩 300多场，为 2万多人次提供服务。
2018年，盲协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荣获全国学雷锋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 陈志仁：渔业创新“领头雁”

陈志仁是三明市清流县龙峰渔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沧龙村渔业合作社理事长。在沧龙村渔业
合作社的楼上，他打开一个手机 App，兴奋地给
大家介绍说：“有了这款App，鱼塘的情况一目了
然，何时要喂食、何处需增氧，都在掌握之中，
再不用像以前那样每天绕着鱼塘转了。”

来到陈志仁的鱼塘边，远处水面波澜不兴，
眼前鱼儿密密麻麻。“2015年，我们从美国引进池
塘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技术，不仅实现高密度养殖
污水零排放，而且养出来的鱼肉质更加鲜美。”他
表示，这套养鱼技术让他们大大受益。

想当初，养鱼之路充满艰辛。1992年，陈志

仁曾尝试水产养殖，但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带
领乡亲外出打工，始终没有忘记发展渔业。2003
年，他带领乡亲回村养鱼。2006 年 9 月，陈志仁
外出解决村民的鱼病问题，骑摩托车与一辆运煤
的大卡车相撞，造成肢体伤残。

虽经磨难，但陈志仁初心不改。他拄着拐杖
一家一户地邀请村民加入渔业合作社，起先只有
4 名村民响应。资金不够，陈志仁出资扶持他
们。首批村民养鱼成功后，陆续有近百户村民加
入合作社，其中的16个残疾人贫困户如今已全部
脱贫。

■ 巫立炎：电商创业助他人

5月7日，在宁化县的一间住宅内，五六名残
疾人正在电脑上操作。旁边的柜子上，摆放着他
们经销的特色农产品。这是一家电商平台。

创办者巫立炎，双下肢重度残疾，无法直
立，只能双脚扭着走路。但他不向命运低头，带
领残疾人开展电商创业，在当地传为佳话。

1989 年，16 岁的巫立炎患上类风湿性关节
炎，辗转治疗后仍无明显好转，落下终身残疾。
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他翻阅了大量医书，尝试
按书中的方子服用当地中草药治病。经过不断尝
试，最终他靠自制的草药控制住了病情。

1999年10月，巫立炎前往三明市学习足浴技
术，后结合足浴服务，与人合伙开药店，经营几
年后，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后来，他在淘宝上经
销薏米、河龙贡米、红菇等农特产品，生意越做
越红火。2016年 4月，巫立炎投资 20万元与人合
办福乐双创电子商务公司，事业再上新台阶。

2019 年 3 月，巫立炎被福建省残工委评为
“全省自强模范”。

自 强 ： 活 出 别 样 人 生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文/图

图为江华在为患儿小儿做推拿治疗

5 月 19 日是第 29 次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自强脱贫，助残共
享”。日前，本报记者到福建省三明市采访，实地调查残疾人脱贫攻坚状况。据了
解，该市建档立卡残疾人已全部脱贫。下面听听3位残疾人士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