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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爱的人·维和牺牲

对中国军人来说，这个夏天壮烈且悲恸，短短40天内，接连有3名中国维和军人牺牲在异国他乡。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就在两天前，在抗击
台风“尼伯特”的战斗中，东部战区陆军某团战士刘景泰被泥石流冲入梅溪，至今下落不明。谁都知道，抗洪一线危险险；谁都知道，维和战场危
险；但面对这些危险时，人民解放军义无反顾。

勇士赴难，且歌且行。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英雄已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完成他们未竟的心愿。

牺牲维和战士
头部胸部重伤

当地时间10日早上7点30
分，南苏丹政府武装与反政府
武装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当地
时间18时，经过激烈交火的双
方再次重新开始部署，进行交
火，双方大量坦克、士兵从正在
难民营土坎一线执行任务的中
国维和步兵营防区通过，在一
线指挥的教导员鲁成军迅速对
兵力和防护进行部署。

由于交火过于密集，18时32
分，一发炮弹正好击中中国维和
步兵营位于难民营4号哨位的步
战车，并在内部爆炸。中国维和
步兵营下士李磊头部胸部重伤，
抢救无效牺牲。上士姚道祥、中

士吴乐、下士宋晓辉、下士霍亚
会、上士陈英、四级军士长杨树
朋受伤。11日，重伤战士杨树朋
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
是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
兵营，主体由陆军第２０集团军
英雄杨根思部队抽组。出生于
四川成都郊区浦江的李磊阳光
帅气。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天，他
还在朋友圈晒了自己的生日照
片。他说，在维和前线、在执行
任务的间隙中度过22岁生日很
有意义。年龄长了一岁，意味着
责任也长了一分。

处在武装冲突之中的南苏
丹枪声炮声不断。此前，在维和
营地的16号哨位，李磊已经执
行观察警戒任务135天。执勤之
余，勤快的李磊还在营地开辟

了一块小菜园，让战友们吃上
了自己种植的黄瓜。

中方强烈谴责
考虑撤离行动

国防部新闻局消息称，事
件发生后，中国军队对上述袭
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对牺牲人员深感悲痛并深表哀
悼，对受伤人员及伤亡人员家
属表示诚挚慰问。外交部11日
回应，中方将根据南苏丹当地
局势发展，考虑采取包括开展
撤离行动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保障在南中国公民的安全。已
经要求南苏丹政府彻查此起事
件，严惩肇事者。

南苏丹局势近年来较为动
荡。２０１３年７月，总统基尔解除副

总统马沙尔职务。同年１２月，首
都朱巴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总统
府指责马沙尔图谋政变，引发基
尔和马沙尔两派的长期争斗，马
沙尔逃离朱巴。２０１５年８月，经联
合国斡旋，双方正式签署《解决
南苏丹冲突协议》。今年４月，马
沙尔及其武装回到朱巴，参与组

建了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基尔领导的政府军与马沙

尔的部队８日在南苏丹总统府
外围发生激烈冲突。据南苏丹
卫生部消息，冲突已造成至少
２７１人死亡。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中
国军网、中国军视网等

本报记者 田宇 万兵
实习生 韦晓涵

40天内我国三名
维和人员牺牲

19人中，除了8名维和人员
牺牲于海地地震这样的自然灾
害，当地武装分子的袭击无疑是
导致维和人员牺牲的首要因素，
共有7名维和人员因此牺牲。

维和任务区的交通设施、医
疗条件等往往状况较差，这也是
人员伤亡的重要因素，各有两名
维和人员牺牲于车祸和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0年1
月海地地震后到今年6月前，我
国一直未出现维和人员在执行
任务中牺牲的情况，但6月份以
来，在40天内接连有三名维和人
员牺牲。

维和人员牺牲的情况时有
发生，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力
度却不断加大。我国累计派出维
和人员达3 . 1万余人次。目前，
3100余名中国军人和警察正在
10个维和任务区为和平值守，派
兵数居安理会五常之首。去年9
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
时宣布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
待命部队、今后5年为各国培训
2000名维和人员等一系列举措。

从资金的投入上也可以看
出这一点，各国2016-2018年联
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的分摊比
率显示，中国将承担10 .2%的维
和摊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刘昌明
认为，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维和是尽大国责任的一种形式。
尤其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从根本上有责任维
和，这也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树
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所必需的。

联合国维和人员
从“盾牌”变“靶盘”

自从1948年第一支维和部
队派往以色列以来，联合国“蓝
盔部队”已成长为拥有12.4万人
的维和之师，目前在世界各地执
行16项维和任务。据联合国公开
数据，至今已有至少3493名维和
人员死亡，仅今年前5个月就至
少有51人死亡。最近12年有11年
死亡人数过百。

近70年的联合国维和历程
中，发生了三个“死亡高峰”，死
亡人数首次破百是1961年，155
人这个纪录一直到1993年才被
超越，其中遭遇意外袭击死亡的
高达105人，仅次于1993年的127
人。主要是因为刚果的维和行动
导致严重伤亡。

1993年到1995年是第二波
“死亡高峰”，死亡人数分别是
252人、168人、126人。252人至今
也是最高纪录，主要是因为联合
国在索马里的行动。

经历了相对“消停”的几年，
进入新世纪，2003年升到108人，
此后除了2007年死亡90人，每年
死亡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人以
上，最高是2010年的173人。

在很多情况下，维和部队在

局势尚未稳定、还未实现全面停
火之时就开始执行任务，遭遇袭
击的风险增大。“武装人员、破坏
者和恐怖分子常常瞄准我们的
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今年的维和人员纪念日上说，

“在一些地方，联合国的蓝色旗
帜从盾牌变成了靶盘。”

发达国家怕伤亡
只愿出钱

目前维和部队中遇难人数
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有六个发
展中国家，他们派遣的人数大都
在2700人以上。派出人员多伤亡
大些也可理解，可见发展中国家
在维和中有多卖力，一方面可以
冲淡维和行动的大国霸权主义
色彩，另外联合国给予维和官兵
每人每月１３３０美金，加上武器装
备，这些费用大多来自发达国
家，使发展中国家维持军队员额
又不必花大钱。

剩余四个发达国家，目前
派遣维和人员仅有几百人，如
历年牺牲人数达122人的加拿
大目前仅有79名维和人员。为
何现在发达国家维和不出力
了？“他们以前也死伤不少，大
国实力和威望是多年积累的。”
一位曾在利比里亚服役的前维
和人员说。但在波黑和卢旺达
执行维和任务遭遇失败及牺牲
以后，欧洲发达国家减少直接
参与维和行动。１９９３年黑鹰直
升机坠落索马里导致１８名美国
士兵遇难以来，美国也几乎停
止提供维和士兵，目前仅有34
人参与维和事务。

炮炮弹弹击击中中战战车车，，我我两两名名战战士士牺牺牲牲
事发南苏丹，中方要求严惩肇事者

当地时间7月10日，南苏丹首都朱巴市区交火持续进行，中国维和步兵营在外执勤分队执行联合
国维和任务期间，突然遭受袭击，维和步兵营战士李磊牺牲，另有3人重伤、3人轻伤。11日，重伤战士杨
树朋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中国军队正积极协调联合国有关部门和南苏丹政府抓紧救治伤员。

哪国维和人员遇难最多？印度排第一

中中国国派派兵兵数数联联合合国国五五常常中中最最多多
中国两名维和官兵在南苏丹牺牲，引发举国关注。记者统计发

现，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 . 1
万余人次，共有19名官兵牺牲。

编
者
按

牺牲的维和英雄李磊（左）、杨树朋（右）。 据中国军网

维和
地点

牺牲人员 身份 牺牲时间及原因

柬埔寨 刘鸣放 军事观察员 1992年感染脑疟疾牺牲

柬埔寨
陈知国、
余仕利

维和工程兵
大队士兵

1993年遭遇火箭弹袭击牺牲

科威特、
伊拉克
边境

雷润民 军事观察员 1994年因车祸牺牲

伊拉克 郁建兴
对伊武器检
查员

2003年遭遇车祸牺牲

刚果
(金)

付清礼
工兵连二级
士官

2003年在刚果(金)因病牺牲

利比里
亚

张明
运输分队士
官

2005年在利比里亚遭流弹袭
击牺牲

黎巴嫩 杜照宇 军事观察员
2006年7月在黎巴嫩和以色列
冲突中遭以军炮火袭击殉职

海地

朱晓平、李
钦、郭宝山、
王树林、钟荐
勤、和志虹、
李晓明、
赵化宇

维和人员
2010年1月，在海地地震中殉
职

马里 申亮亮
维和工兵分
队战士

2016年6月1日，遭遇基地分子
火箭弹袭击牺牲

南苏丹 杨树朋、李磊 维和人员
炮弹击中维和步兵步战车后
在内部爆炸

各国维和部队中遇难人数排名

执行维和任务中中国牺牲者名单

162人

148人

139人

134人

127人

122人

112人

107人

104人

90人

印度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加纳

孟加拉国

加拿大

法国

埃塞俄比亚

英国

爱尔兰

注：美国牺牲74人，排名14位
中国共有19名官兵牺牲，排名57位

上述十国中

有六个发展中国

家，派遣的人数大

都在27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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