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方同意停火

正在埃及首都开罗就巴以停火问题与
埃方会谈的巴勒斯坦代表团负责人阿扎姆·
艾哈迈德 4 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同意埃及提
出的自 5 日 8 时起在加沙地带实行 72 小时停
火的倡议。声明还说，在停火期间，埃及将
与巴以代表团就实现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
等巴方诉求进行会谈。

另据以色列 Walla 新闻网报道，以色列
安全内阁 4 日晚通过了由埃及倡议的 72 小
时无条件停火。在此期间，以色列将派出代
表团前往开罗，为实现长期停火进行谈判。

埃及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呼
吁巴以双方自 5 日起实行 72 小时停火，并邀
请双方在停火期间派高级代表团赴开罗就
达成长期停火协议进行谈判。

以军“护刃行动”5 日进入第 29 天。据
巴方卫生部门统计显示，行动已造成 1867 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9563 人受伤，加沙地带
1000 多栋房屋受损，40 余万人流离失所。

撤离地面部队

以色列军方 5 日证实，为执行 72 小时停
火协议，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全部从加沙地带

撤出。以军方 5 日声明，以军装甲车和步兵
已经在 72 小时停火开始前撤出加沙地带。
本轮停火从当地时间 5 日上午 8 时开始。

以军发言人彼得·莱内尔当天说，地面
部队的目标之一是摧毁由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打造的跨境地道，而现在

“任务已经完成”。
按以军的说法，一共摧毁 32 条地道，“它

们是哈马斯的战略方案之一，大概耗资 1 亿
美元，而我们现在消除了这种威胁”。

莱内尔说，以军部队士兵和坦克现在
“重新部署在加沙地带外围的防御点，我们
将保留这些防御点”，一旦遭遇袭击，以军打

算重新开始战斗。

中方倡议获赞赏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3 日在埃及首都开
罗与埃及外长舒凯里举行会谈后发表中方
解决以巴冲突五点和平倡议。与此同时，
巴以双方接受埃及倡议，自当地时间 5 日 8
时起实行 72 小时停火。巴以困局似现新转
机。

中方提出五点和平倡议，与埃及倡议相
辅相成，契合化解地区危局的迫切需要，反
映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主流民意。巴

勒斯坦外交部资深外交官扎卡利亚·A·D 认
为，中国的五点倡议“指出问题实质，提出战
略目标，并指明路径”。

此轮巴以冲突，双方伤亡大大超过“铸
铅行动”和“防务之柱”行动伤亡总和。作
为国际社会斡旋一方，中国不仅是以巴双
方的朋友，为二者所信任，且较之美国、欧
盟等传统斡旋方，中国没有军事干预与偏
帮偏向的“历史包袱”，更能致力于寻找双
方都易于接受的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以
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亚伯
拉罕·狄思金认为，中国倡议符合以巴双方
共同诉求。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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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突尼斯拉斯杰迪尔口
岸 8月 4日电 新华社记者 4 日从
突尼斯拉斯杰迪尔口岸了解到，当
地时间 21 时 30 分，从利比亚撤出
的又一批 75 名中国公民顺利办完
通关手续后入境突尼斯。

据在现场协助通关的中国驻
利比亚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这
75 人全部是的黎波里“支柱”钢厂
员工。他们于 4 日中午从利比亚
的黎波里乘坐两辆大巴出发，于当
晚抵达突尼斯拉斯杰迪尔口岸。

记者从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

了解到，此次冲突爆发前，利比亚
境内共有 1200 多名中国人。自 7
月 13 日利比亚冲突升级以来，共
有 878 名中国人撤出利比亚。目
前在的黎波里以东 200 公里处的
两座钢厂还有 264 名中国务工人
员，他们将在米苏拉塔机场陆续乘
坐飞机撤出利比亚。

目前，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在
距拉斯杰迪尔口岸 100 多公里处
的杰尔巴岛设有工作小组，为仍有
可能从陆路撤离利比亚的中国公
民提供协助。

日本政府 8 月 5 日批准通过 2014 年版
《防卫白皮书》。分析人士指出，这份白皮书
宣扬安倍晋三的重大安保和防卫政策，安
倍政府有意将日本打造成军事大国的野心
从中显露无遗。白皮书还大篇幅宣扬“中
国威胁论”，误导舆论，为安倍的右翼政策
寻找理由和借口。

带有浓重安倍色彩

与往年相比，新版《防卫白皮书》的篇幅
大大增加。在编排上，新版白皮书分四部
分：日本周围安全保障环境、日本的安全保
障和防卫政策、日本的防卫体制以及发挥防
卫能力的基础。其中最后一部分是首次出
现在白皮书中。

白皮书在提及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

境时突出“危机感”，诡称“围绕日本的安保
环境越发严峻”。日本防卫省官员说，今年
白皮书的一大特点是覆盖了安倍政府去年
12 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安保和防卫政
策以及今年 7 月 1 日安倍政府通过的修改
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白皮书称，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
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日本媒体指出，2014 年版白皮书带有
浓重的安倍色彩。今年的白皮书原封不动
地采用了安倍政府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内容。但是，正如日
本很多法学专家指出，相关内阁决议存在
重大法理缺陷，且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遭多数民意反对。这意味着基于安倍相关
内阁决议基础的日本防卫政策转变同样存
在重大缺陷。

老调重弹“中国威胁论”

今年白皮书的另一特点是，大幅增加了
日本与各国加强防卫交流与合作，以及日本
在地区、多国间安保合作中发挥作用的内
容。这反映出安倍政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
后，图谋把日本打造成为有地区影响力的军
事大国的野心。

此外，今年的白皮书老调重弹“中国威
胁论”，而且相关篇幅明显增加，措辞显得更
加咄咄逼人，涉及中国的消极内容和负面评
估随处可见。

在国别介绍中，白皮书涉及“中国”的章
节有 21 页，远超“美国”的 8 页，显示出白皮
书对中国的“重视”。白皮书对中国的国防
政策等说三道四，称“中国强化军事力量的

目的和目标均不明确，与军事和安全保障相
关的决策不够透明”，“中国在东海、南海等
海空域的活动急速扩大，日显活跃”，等等。

白皮书还配有多幅与中国相关的图表
和照片，如“中国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活动航
迹”“中国在我国周边空域的活动航迹”“针
对中国军机的紧急起飞次数增多”“中国公
船入侵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周边领海的次数”等，显示出日方有
意通过白皮书欺瞒和误导日本国内外舆
论，散布和传播“中国威胁论”，为安倍政权
的军事野心和行动提供借口。

日本共同社批评说，与 2013 年版白皮书
相比，今年的白皮书指责中国的调子进一步
升高，安倍政府的意图显然是想借此强调强
化军力的必要性。

（据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

在历经 10 年、行程 60 亿公里
后，欧洲“罗塞塔”彗星探测器终于
将赶上目标彗星——“丘留莫夫－
格拉西缅科”。这一时刻将标志着
欧洲航天局耗资 13 亿欧元的彗星
探测计划进入关键阶段。

按照计划，“罗塞塔”探测器将
在本月 6 日达到距离目标彗星约
100 公里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罗塞塔”自 2004 年发射升
空后，曾四次飞越火星和地球，利
用重力加速。

在追上目标彗星后，“罗塞塔”
将开始对彗星表面进行绘图，探测
其引力、质量、形状和大气等。根
据观测到的数据，科学家将选择一

个合适的着陆地点，向彗星发射
“罗塞塔”携带的着陆器“菲莱”，预
计着陆时间为 11 月 11 日。在登陆
彗核后，“菲莱”将进行为期 6 个月
的实验，分析彗星的化学成分和结
构。在“菲莱”失效后，“罗塞塔”将
继续跟随目标彗星运动。根据上
月“罗塞塔”对目标彗星拍摄的照
片显示，这颗彗星并不像个土豆，
而更像一只鸭子。

美国 2005年曾经发射名为“深
度撞击”的探测器升空，该探测器
释放的撞击器高速击中坦普尔 1号
彗星的彗核表面，完成了人造航天
器和彗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乌克兰当局 8 月 4 日说，311
名乌克兰士兵和边境守卫当天凌
晨在乌克兰东部与民间武装交火
时被迫进入俄罗斯境内。但俄罗
斯当天却表示，这批乌克兰士兵进
入俄罗斯领土是为了寻求避难。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安德烈·
李森科 4 日在记者吹风会上说，这
批乌克兰士兵和边境守卫当时身处
困境，东面是俄罗斯边境，西面则是
民间武装控制的地区。在帮助战友
突破民间武装的防线后，他们出于
安全考虑撤到了俄罗斯境内。他
说，乌克兰当局目前正与俄罗斯方
面谈判，争取让这批士兵回国。

俄罗斯政府 4 日承认，确有一
批乌克兰士兵在夜间进入俄罗斯
领土，但他们是为了寻求避难。此
外，俄方还说，这批士兵共有 438
人。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对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将为这批
乌克兰士兵回国提供便利，但他暗
示，一旦回国，这批士兵可能会被
当作逃兵对待。

路透社认为，在乌克兰东部地
区战况正紧的情况下，各方都希望
利用此次乌克兰士兵进入俄罗斯
事件进行宣传，争取舆论支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又一批中国公民撤离利比亚

乌士兵入俄引两国口水仗

欧洲探测器追上彗星

巴以双方同意 72 小时停火倡议

以地面部队撤离加沙

为解禁自卫权“抹口红” 拿“中国威胁论”骗世人

“安倍版”《防卫白皮书》不安好心

8月 4日，在以色列南部与加沙边境的一处阵地，一名以军士兵在装甲车下休息。据以色列 Walla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 4日
晚通过了由埃及倡议的 72小时无条件停火。 新华社发

8 月 4 日，在美国纽约，一名男性病患因高烧和肠胃不适到芒特西
奈医院（上图）急诊就医。这名男子自称曾到过目前正流行埃博拉病
毒的西非某国旅行。虽然医院随后称初步分析认为该患者未感染埃
博拉病毒，但这一个例仍引发纽约市民高度关注。 新华/法新

埃博拉令纽约虚惊一场

由埃及方面提出的加沙

地带72小时停火倡议在得到

巴以双方同意后，于当地时

间8月5日8时开始生效。据

以色列电台报道，为落实 72

小时停火协议，以军地面部

队当天撤至加沙边境与以色

列接壤一带。中方为化解巴

以冲突提出的五点和平倡议

与埃及停火倡议相一致，获

得了巴以双方的赞赏。

一方说撤退 一方称避难

舞阳县 16 万亩高标准粮田是我
省加快农业结构产业升级、服务“三
农”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已建机井
2475 眼，实现了机井灌溉全覆盖，受
益群众 28 万人。

旱情持续情况下，这 16 万亩高
标准粮田电力配套工程能否发挥关
键作用？带着这些疑问，8 月 5 日，
笔者来到舞阳县姜店乡高标准粮田
区。

此时已是 11 点多钟，玉米地像
下了火，远远望去，纵横交错的田间
水泥路两旁，一排排电杆笔直排列，
间隔有序的蓝色钢制机井房镶嵌在
玉米地里，“田成方，林成网，沟相
通，路相连”的现代农业格局呈现在
眼前。

“我们已连续九天召开抗旱保
电碰头会，讨论前一天抗旱保电情
况，逐一将新增用电客户信息录入
微机，以便定点帮扶。”同行的姜店
供电所所长赵新阁说。

“老乡，浇几遍地了？”车子在大
宋村高标准粮田地头停下，赵新阁
问道。

“前天刚浇完一遍，天太旱，今天
就再浇一遍。”一位 50 来岁的老汉回
答。赵新阁介绍，这位老汉就是姜店
乡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宋春来。

宋春来一边和我们攀谈，一边

摆弄着喷灌管子，汩汩清泉从地沟
流进玉米地。

“用电有困难吗？”赵新阁问。
“这电用着真顺当，卡片往电表

上一刷，水就哗哗地流。”宋春来悠
闲地和赵新阁交谈。

前年，宋春来承包了 500 亩土地
流转田，但由于地势低洼，不是旱就
是涝，庄稼没保收。2009 年以来，国

家修建燕山水库，今年国家又把他
的 500 亩地纳入万亩高标准粮田建
设项目。

“原来遇到旱天，用柴油机抽水
浇地，井少，地块多，十几户围着一
眼井，井里插满水管，不仅水源跟不
上，还不划算，一亩地光柴油就得花
二三十块钱，而且一天最多能浇四
五亩地。”宋春来感慨地说：“现在，

用电浇一亩地也就用五块多钱电
费。我这 500 亩地要是用柴油普浇
一遍得花 13000 块钱，现在用电刷卡
浇地不到 3000 块钱，不能比啊！”

中午 12 时 30 分，我们又驱车来
到莲花镇 16 万亩高标准良田示范方
辖区，见到了种粮大户包国会。

“哟！玉米长势不错啊！”赵新
阁问道。

“这多亏了你们‘电保姆’啊！
要不是你们把电送地头，我这 3000
亩玉米早成‘黄金叶’了！”

包国会对我们说，他这 3000 亩
地共有 52 个配电机井房，每眼机井
灌溉面积 60 亩。7 月 22 日他把自家
3000 亩地普浇了第一遍水，供电所 6
名电工趁天凉快早早赶来，帮他家
抗旱浇地。

“这 3000 亩地，如果不靠电浇
地，如果没有这样先进的灌溉设施，
遇到这样的大旱时节，3000 亩玉米
可能会绝收！”谈起这些，包国会显
得有些凝重。

据了解，面对 60 年不遇的干旱，
舞阳县电业局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增强全员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开
辟了用电服务“绿色通道”，对所有
涉及抗旱浇地的临时用电实行免费
安装，免费提供临时电料，并实行当
天申请当天安装。

“ 灌 溉 设 施 好 ，供 电 稳
定，一刷电卡，半天就能浇完
家里 5 亩地。”在滑县留固镇，
63 岁的村民程怀恩边浇地边
接受访问。面对今年的严重
旱情，分布在滑县的 17580 眼
通电井正日夜不停，加速为
秋庄稼“解渴”。截至 8 月 4
日，滑县已累计抗旱浇地 100
万多亩次。

目前，像滑县一样，河南
11889 万亩耕地中依靠机井
灌溉的耕地已达 7656 万亩，
占全部耕地的 64.4%。

2008 年以来，河南大力
实施农田机井通电工程。截
至今年 7 月底，河南又新建改
造配电台区 2 万多个，新增通
电机井 21.9 万眼，受益面积
1312 万亩。同时，河南供电
企业还加大农网改造力度，
使农村用电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供电可靠性持续提升。
据悉，为全力做好当前抗

旱保电工作，省电力公司近日
发布了抗旱保供电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供电企业高度重视，
明确责任，积极主动抗旱保供
电。省电力公司还充分整合
各个县级供电企业抗旱保电
资源，进一步加快 2014 年投
资计划的机井通电工程建设
进度，做好与政府低压配套线
路的衔接，确保机井通电工程
尽早发挥作用。

目前，全省各级供电企
业 已 全 面 启 动 抗 旱 保 电 预
案，把充分发挥“机井通电工
程”作用作为当前抗旱保电
重点工作。目前，平顶山市
新打、修复通电机井 955 眼，
新 修 渠 道 9.8 公 里 ，解 决 了
18.91 万 人 和 1.84 万 头 大 牲
畜的临时性饮水困难，217.74

万 亩 可 电 灌 耕 地 中 已 有
156.48 万亩得到灌溉。焦作
供电职工分片包干，加强井
井通工程巡视和维护力度，
确保全市各个机井通电工程
发挥抗旱主力作用。南阳供
电公司强化科学调度，确保
设备运维到位、临时用电到
位、应急抢修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让农电机井供电设施
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郏 县 是 我 省 特 旱 县 之
一。该县茨芭乡庞庄村是郏
县第一烟叶种植大村，目前
该 村 70 多 眼 通 电 机 井 让
2500 多亩烟叶喝足了水，刚
刚灌溉过的烟田长势正旺。
8 月 5 日，该村村民李根旺正
忙着浇地，他说：“这些通电
机井可真派上大用场了，我
家五亩地我一个人两天就能
浇一遍！” （李振江）

机井灌溉的耕地已达 7656万亩，占全部耕地的 64.4%

滑县供电职工在该县城关镇珠召村地头帮助农民齐自
凯检修机井设备。 文锟/摄影

“ 电 保 姆 ”送 来“ 及 时 雨 ”
本报通讯员 薛俊峰 李振江

机井通电给力中原抗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