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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 旭东

千里岩，黄海中部一座无居民、无
淡水孤岛，这里曾有一道特色“小
吃”——“玻璃汤”，即开水撒盐，是岛
上断粮绝境的充饥食品。咸咸的盐水
混着悄悄流进嘴角的泪水，藏在千里
岩海洋环境监测站老一辈监测员饥饿
回忆的最深处。

“玻璃汤”派上用场的次数并不
多，但从千里岩海洋环境监测站1960
年建站至今，断粮断菜却是几代监测
员的日常。春节前夕，新华社记者夜
宿千里岩，听监测员讲述戍守孤岛的
故事。

“玻璃汤”是最深处的饥饿回忆
记者近日与千里岩海洋环境监测

站副站长车豪杰、监测员薛海波，搭乘
“向阳红07”船赶赴千里岩。他们俩将
轮换在岛上值守了50天的站长姜文凯
和监测员郭栋，第一次上岛值班的小
伙儿蒋涛主动要求再值守一个月。

船舶航行 5小时后，距青岛约 55
海里的千里岩映入眼帘。薄雾笼罩中
的它，犹如一座巨型驼峰矗立在海上，
南北两座山上光秃秃的看不到一棵
树。姜文凯、郭栋和蒋涛在码头等候，
脸上洋溢着喜悦。

千里岩没有标准码头，只有一小
块相对平整的平台，补给船不能正常
侧位靠泊，只能将船头或船尾小心翼
翼地靠过去。船与码头相连的“舷梯”
就是一块木板，随船舶忽高忽低，木板
下涌浪飞溅。记者见此不禁有些腿
软，狼狈地爬了过去，心有余悸。

姜文凯则一直站在这块剧烈晃动
的木板上，将米面、蔬菜、肉、文件柜、
灭火器等上百件补给物品一一从船上
往岛上递，无视脚下的一切。

“你们害怕这块木板，我们却特别
期待。”姜文凯说，“有了它才能有补
给，我们才能回家！有时船好不容易
来了，但风浪太大靠不上又走了，那才
叫无奈。”

千里岩无居民、无淡水、无土壤，
一滴淡水、一颗米粒都要靠船舶补
给。遇到大风大浪，补给船来不了，千
里岩海洋环境监测站就面临最基本的
生存问题——没啥吃，不得已三顿饭
变两顿饭、一顿饭，甚至无米下炊。

千里岩之行前，记者采访了已退
休的监测站老站长张世江，他在千里
岩工作了整整40年，他说：“有时六七
十天船来不了，我们就没有吃的了，只
能捞海草拌拌吃。实在没啥吃就在水
里放点盐喝，我们叫‘玻璃汤’，最后盐
都没了。”

自 1997 年起就在千里岩工作的
姜文凯说，一次补给船迟迟不来，他
们把馊了的面疙瘩砸碎，用纱窗网筛
了一遍吃。“虽然不好吃，总比饿肚子
强。”

郭栋印象最深的一次断粮是春天
去山上挖野菜，连续吃了十多天水煮
野菜。

冯立达是2016年加入千里岩团队
的“90后”，从未经历过缺衣少吃的他，

在岛上过了一段苦日子。“当时吃得只
剩喂鸡的苞米面，我们就烙苞米面饼
子，熬苞米面糊糊。”

断粮偶尔发生，断菜则几乎每月都
会遇到。近几年岛上有了蔬菜大棚，但
从陆地运来的土在海岛快速盐碱化，蔬
菜生长情况不尽如人意。“冬天还好，夏
天温度高，菜放不住，刚上岛的前10天
有青菜，后面就只剩土豆之类。只有土
豆时，负责做饭的人也尽量做出花样，
这顿炒土豆丝，下顿炖土豆条。”车豪杰
说。

千里岩生活迈入“新时代”
监测站在接近山顶的位置，中间

是弯弯曲曲的小路，由300多个陡峭台
阶组成。所有补给都要从码头一点点
靠人背上去，每次至少背三四个小时。

记者提着一小袋米和无人机，也
赶不上姜文凯扛着一袋面粉、拎着一
桶花生油的步伐。数九寒天，海风凛
冽，姜文凯却大汗淋漓，只穿一件毛
衣，他说：“过去冬天烧煤取暖，五六吨
煤都靠人背上去，蔬菜大棚的土也是
我们一点点背上去，早都习惯了！”

终于来到监测站，不大的小院里
一座二层小楼，小狗聪聪朝记者汪汪
地叫。搬完补给，夜幕已降临，薛海波
压了面条，做了西红柿鸡蛋卤，大家就
着蒜瓣吃了起来。

五个人与记者团坐，打开了话匣
子：千里岩每年有100多天大雾，最难
熬的是夏天，高温高湿，有时连续一个
月大雾，能拧出水的被褥没法晒。米
面带再多也没用，时间一长就发霉长
毛。著名的千里岩“三多”：苍蝇、蚊子
和小咬，更让他们头疼。

“千里岩苍蝇都咬人，而且特别
多，打一次药能扫半簸箕。”车豪杰说，

“更可怕的是小咬，蚊帐隔不住。有些
同事皮肤过敏，第二年才消肿。不过
挨几年，咬多了就不怕了，可能有抗体
了。”

三伏酷暑，蝇蚊在外，门窗万不能
开，他们就往地上泼凉水，席地而睡。

“有时冷冻一些瓶装水放在身边降温，
其实没多大用，心里边能凉快一点。”
姜文凯说。

不过，对千里岩人来说，现在的守
岛生活，虽然和陆地生活相比还是很
艰苦，但与建站之初相比，已改善了太
多。

以发电为例，很长一段时间站上
没电，晚上点煤油灯。而今，从柴油发
电机到10千瓦光伏发电设备再到20
千瓦，除了阴天下雨，站上所有用电需
求基本都能满足，特别是夏天还可以
使用空调，这成了千里岩人酷暑生活
的最大福祉。

薛海波告诉记者，监测站是2007
年搬进这座二层小楼的，一楼办公，二
楼住人。此前，监测站是平房，由于夏
天太潮湿，地上都长青苔。“以前我们
喝雨水，因为候鸟迁徙经过千里岩，鸟
粪经常落在蓄水池，我们常闹肚子。
现在都是从船上补给淡水，还有了净
水设备。”

与艰苦的生活条件相比，更为难
耐的是寂寞。

监测站最早隔半年甚至一年才轮
换人员，现在每月轮换，常因船期而延
长至四五十天。特殊的工作环境，让
监测站面临招人难的问题。目前站上
只有8人，每班3人，每人每年要在1平
方公里的孤岛值守六七个月，与他们
相伴的只有维护灯塔的2人。

千里岩没有手机信号，近几年天
气好时有微弱信号，信号最强的地方
在楼梯窗户处，值班手机就放在这里。

作为一名“90后”，冯立达对岛上
的寂寞有深刻体会。“以前手机几乎是
粘在手上，但上岛有时三四天没信号，
更别说刷微信了。”冯立达说，“只有3
个人值班，感觉能聊的都聊了好几
遍。白天人看人，晚上看星星。”

上岛第一个月，冯立达在纸上写
下“31、30、29……”，每过一天划掉一
个。即使有手机信号，冯立达和家人
朋友聊天，也尽量不提及工作环境和
心情，以免触碰泪腺。

去年，岛上建起了新网络通信设
备，千里岩迈入了“e时代”。“现在我们
随时可以和家里人视频通话，很大程
度上缓解了对家人的思念。”冯立达
说。

台风、绿潮来袭，他们是“放哨人”
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所属的千里

岩海洋环境监测站是我国特类艰苦海
洋台站，3名监测员轮流值气象白班-
大夜班、小夜班和水文班，整点发送潮
汐、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海水盐度
等海洋与气象相关的17种数据资料。

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所属北海预
报中心副主任胡伟说，千里岩海洋环
境监测站是黄海距离陆地最远的海洋
监测台站，周边环境受人为因素干扰
小，观测资料代表性强，监测站每日发
送的数据是北海区海洋预报的重要参
考资料。

“这里还是海洋防灾减灾的前沿
哨所。”胡伟说，“北上影响黄渤海的台
风，千里岩会提前观测到第一手资料，
为黄渤海沿岸抗台防台提供重要科学
依据。同时，千里岩是黄海浒苔绿潮
北上的必经之地，监测站会为预测浒
苔登陆时间和生物量提供宝贵的现场
资料。”

坚守千里岩的守岛者就像是“放
哨人”，为沿海地区人民时刻监视海洋
异动。“地震、海啸都有先兆，海水水
温、盐度和潮位均会出现异常。”车豪
杰说，“我们观测的数据看似乏味，但
关系到亿万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另外，千里岩海洋环境监测站已
积累近 60年海洋水文与气象观测资
料，对全球海洋与气候研究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而且积累的时间越长，研究
价值越高。

“过去10多项数据全是人工观测，
要自己采样和测量。2000年以来，逐
步实现自动化，但每天14点还要去采
水样、测盐度，多么恶劣的天气都要
去。”郭栋说，“一次吹台风，风速达32
米/秒，腿都迈不动，但越是这种天气越
是要去测，因为极端天气的数据更重
要，更有代表性。”

姜文凯带记者去看了验潮井和盐

温井，这是海边两个戴有“红帽子”的
小房子，里面摆放了众多的试剂瓶和
仪器。“过去，我们每天8点、14点和20
点下来测水温，看潮位仪器是否正常，
再采集水样回去测量盐度，准时发
报。”姜文凯说。

现在监测员仍要定时人工观测，
并与自动观测数据对比；定时巡查观
测仪器是否运转正常，发现故障立马
恢复人工观测。遇到大浪天，他们都
用绳子绑着自己在岸边干活，否则一
个大浪打上来人就没了。

薛海波说，上岛从来不知道带钱、
从来不知道星期几，只知道自己值什
么班。其中，气象白班-大夜班是一个
人值，气象白班是从7点到17点，大夜
班是从次日1点到7点，24小时之内值
16个小时的班，工作量非常大。其间，
要保证整点气象、水文数据不缺测，海
水盐度和“云能天”（云、能见度、天气
现象）资料需要人工观测，还要负责做
3个人的饭。

千里岩海洋环境监测站长期没有
新鲜血液补充，老龄化严重。目前8人
中有5人在50岁以上，他们都戍守千
里岩20多年。近年来，很多大学生报
名并被录用了，但面对戍守孤岛，最终
选择了放弃，“90后”冯立达也经历了
复杂的心理斗争。

他曾数次想逃离这里，第一次是
船刚到千里岩时，第二次是一星期新
鲜感过后，第三次是再上岛之前……

“好像有两个小人在心里打架，一
个说哪里不能再找份工作？为何要困
守孤岛？另一个说坚持下去年轻人，
坚持下去才有收获。”冯立达说，“想要
逃离的周期越来越长，也逐渐在这找
到家的感觉。这里有我们养的鸡、狗、
鸽子，还有我们在大棚种的菜。”

只要坚持，心中波澜终归会平静，
但他们对家人的亏欠却越积越深。

车豪杰爱人去年6月14日在外出
差时脚踝受伤，6月 16日返回青岛准
备住院手术，而车豪杰当日坐船赶往
千里岩换班。“单位领导让同事替换
我，再三犹豫，我决定还是上岛，岛上
很多事放心不下，留下来心里不安。”
他说。

薛海波父亲前年入院进了重症监
护室，妻子焦急地打来电话，但困守孤
岛的薛海波除了着急，什么忙都帮不
上；去年，姜文凯的妻子生病住院，一
直到出院才告诉他；郭栋和同事看着
唯一电视频道播放的动画片，太想孩
子而偷偷抹泪……

车豪杰最近4年在岛上过了3个
春节，这个春节他格外心酸。“父母都
快80岁了，就希望孩子守在身边，这次
上岛明显感觉他们舍不得……”说着，
车豪杰哽咽了。

在千里岩人眼里，这里也有属于
他们的自豪与快乐。“没有观测就没有
预报，很多科学家也用我们的数据。
就像金字塔，没有塔基哪来的塔尖。
虽然没有论文，没有大奖，但我曾自豪
地跟儿子说，爸爸干的是一件对全人
类有益的事。”车豪杰说。

（新华社青岛2月16日电）

咸咸的味 咸咸的泪
——新华社记者冬日夜宿千里岩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近日，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迎新春、元宵节庆祝活动在一些
国家举行，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新加坡妆艺大游行2019”15日晚
在新加坡举行。今年妆艺大游行的主
题是“聚梦妆艺 奇想欢腾”，共有6500
名演员参与演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
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10个国家和地
区的500名海外表演者。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当晚也参加了妆艺大游行活动，
与民众共同庆祝。

中国兰州歌舞剧院和甘肃省杂技
团的近60名演员参与了妆艺大游行的
演出，表演了蒙古族舞蹈和杂技等。

除了妆艺大游行，新加坡近日还举
行了华艺节、“春到河畔”以及“春城洋
溢华夏情”等几大传统春节庆祝活动。

大红灯笼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15日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独立广场
装点得颇具“中国风韵”，第三届“欢乐
春节”中国春节庙会活动在这里亮相。
在庙会点灯仪式上，来自中国山西的民
间艺术团表演了歌舞、杂技、魔术、武术
等节目，博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
彩。

本届中国庙会除了宫灯系列展出
和文艺表演外，还有中华美食和灯谜专
区。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和当地孔
子学院开设了DIY互动与非遗体验区，
观众可以绘制属于自己的 DIY作品。
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来
的木板年画、剪纸等中华传统手工艺展

台前，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驻足观看。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大）附属

中学，来自首都明斯克和格罗德诺、布
列斯特、奥尔沙等地的大中学生15日
举行了元宵节晚会。晚会上，学生们表
演了小品、歌舞和诗歌朗诵等节目。白
大孔子学院学生朗诵的《春晓》《游子
吟》获得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白大孔子学院院长托济克表示，多
年来白大孔院连续组织白俄罗斯各地
学习汉语的学生举办元宵节晚会，希望
这一活动能够让当地学生更多地了解
中国文化和传统，进一步提高他们学习
汉语的兴趣，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与友
谊。

14日，中国珲春青少年爱乐乐团在
缅甸仰光省岱枝的一所孤儿院举行“欢
乐春节”音乐会，为孩子们带来中国春
节的欢乐。

这场音乐会由仰光中国文化中心
和珲春青少年爱乐乐团主办。乐团为
这次演出特地准备了在缅甸家喻户晓
的泼水节歌曲《纽妙》，一开场就深深吸
引了当地儿童。此外，乐团还演奏了
《查尔达什舞曲》《在水一方》和《梁祝》
等国内外经典音乐。

孤儿院院长高僧阿信泰曾达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中国音
乐团能够来到缅甸孤儿院演出感到非
常高兴，演出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和音
乐知识。

（参与记者：王丽丽 魏忠杰 李
佳 唐璐 朱瑞卿 庄北宁 黄庆义）

丰富多彩的迎新春活动
在一些国家举行

2 月 16 日，在澳大利
亚悉尼，演职人员谢幕致
意。2019“四海同春”慰侨
文艺晚会 16 日在澳大利
亚 最 大 城 市 悉 尼 举 行 ，
2000 多名当地华侨华人、
留学生等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四海同春”
慰侨演出
在悉尼举行

2月 15日，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远海运双鱼座”轮进港（航拍照片）。中国
超大型集装箱货轮“中远海运双鱼座”轮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后于 15 日抵达欧
洲，停靠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这是此货轮今年1月15日交付以来首次航行。

新华社记者 吴鲁 摄

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货轮抵达希腊比港

新华社莫斯科2月15日电 （记者
张骁 马晓成）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15
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专家
学者研讨会，纪念瞿秋白诞辰120周年。

研讨会由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
协副主席卢贾宁主持，中国驻俄罗斯大
使李辉出席并致辞。卢贾宁说，瞿秋白
不仅积极弘扬革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
义，还将俄国经典文学引入中国。他翻

译了多位俄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如普
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李辉表示，在36年的人生中，瞿秋白为
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不懈奋斗，为
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会专家学者也踊跃发言，缅怀瞿
秋白的革命生涯和其在不同时期的工
作、生活情况，赞扬他为中国人民作出
的无私奉献。

俄中友协举行纪念
瞿秋白诞辰120周年研讨会

□新华社记者 张远 李萌

第 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
15 日开幕。全球数百位政府首脑、高
官与专家学者齐聚这一全球高规格安
全政策论坛，探讨在世界变局下如何
应对国际安全威胁。

过去的 2018 年，国际政治和安全
形势经历了大幅调整。跨大西洋关系
遭遇冲击，英国艰难磋商协议“脱欧”，
美国开启退出《中导条约》程序引发担
忧；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中东

地区乱局难解……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已产生多重苦果。

慕安会会前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
将当下国际秩序描绘成一个“破碎的
拼图”。其开篇综述写道：多年形成的
全球秩序框架正在承受压力，不少国
家熟悉的国际秩序已受到破坏，或许
正在重塑过程之中。

回顾历史，国际秩序必然随着时
代变迁而发生调整。奉行单边主义，
大搞强权政治，推行零和博弈，将导致
国际政治局势的失衡与动荡。以合作
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才能确保

人类社会共同的安全。
本届慕安会关注的热点议题，从全

球贸易走向到美欧关系，从也门和叙利
亚局势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一
个议题不需要多方共同商议、彼此支
持、相互协作。在深刻演变的国际格局
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
利益更加交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
其身，也没有谁可以包打天下。

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打着“本国
优先”的旗号，以冷战思维激化对抗，为
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破坏国际契约和全
球规则，成为当今国际格局中的不确定

因素，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与担忧。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局势当中，中国

始终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积极倡导
者，也是切实践行者。中国主张建立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正是为了各国共享平等尊严，
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

中国的主张得到许多国家的呼
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曾说，希望
借慕安会之机更多倡导全球多边主
义，“当下我们有大量重要议题。对我
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共同合
作”。 （新华社慕尼黑2月15日电）

应对国际安全威胁更需合作而非对抗

新华社华盛顿2月15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
签署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
家紧急状态”。特朗普此举意在绕过国
会筹集更多经费用于在美国与墨西哥
边境修建隔离墙，遭到国会民主党人强
烈反对。

公告说，美国南部边境目前出现
“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威胁到美
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因此构成

“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称，毒品和人口贩子以及其他犯
罪分子“正在入侵美国”，边境墙将有效
遏制这些问题，诉诸行政而非立法手段
是为了“更快地造墙”。他表示，即使此
举遭遇法律挑战，他也有信心“打赢”。

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份政府拨款
法案，为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拨
款直至现财年结束，避免了联邦政府部
分机构再次关门。该法案仅批准不到
14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在美墨边境指定
地区新修约90公里“隔离物”，与特朗
普要求的57亿美元和超过300公里“边
境墙”相距甚远。

据白宫介绍，为弥补修墙经费缺
口，特朗普计划从财政部资金中调用约

6亿美元，从国防经费中调用约61亿美
元。相关机构正在制定具体操作计划。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
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15日发
表联合声明，指责特朗普宣布“国家紧
急状态”的决定“不合法”且“侵犯美国
宪法赋予国会的财权”。他们表示，将
通过国会、法庭等途径采取“所有可能
的纠正措施”。多名共和党参议员也对
特朗普的举措表达了担忧。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拥有宣布国家
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但要向国会解释
这一决定具体基于哪些条款。在国家
紧急状态下，美国国防部可以暂停或推
迟民用工程项目建设，把资金投入到军
工建设、人防工程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
要的项目上。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
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也被美国舆论
视为他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重要政
治筹码。民主党人认为，修建边境墙在
加强边境安全方面低效、昂贵且无必
要。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此次动用非
常手段筹集修墙经费标志着跨党派合
作的又一次失败，将加剧两党对立，并
可能引发更大政治风波。

（参与记者：刘阳 胡友松）

为筹“造墙费” 特朗普宣布
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