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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謙言工作未善望諒解
走訪北京牛街召開座談會聽民意

中華神盾領軍東海艦隊
【本報訊】綜合消息：一月三十一日上午， 「長

春號」導彈驅逐艦入列命名授旗儀式在浙江舟山東海
艦隊某軍港舉行。

「長春艦」舷號150，為中國自行研製建造的
052C型導彈驅逐艦三號艦。該艦的服役，將極大提高
中國海軍水面艦艇部隊的戰鬥力。標誌中國海軍歷
史最悠久的一支水面艦艇部隊全面換裝拉開了帷幕。

「長春艦」被譽為 「中華神盾」，是中國自行研
製設計生產的新型封閉防空型導彈驅逐艦，此次入列
後將作為艦隊的旗艦。 「長春艦」所屬的東海艦隊某
部是中國海軍組建最早的水面艦艇部隊之一，是一支
與共和國同齡的海軍王牌部隊。

據外媒報道，東海艦隊原旗艦（指揮艦）為旅大
級（051型）導彈驅逐艦 「合肥號」（舷號132），是
中國第一代導彈驅逐艦。

052C型屬於中國最先進的導彈驅逐艦，該型艦

裝備了有源相控陣雷達以及採用防空導彈艦載垂直發
射系統，標準排水量5700噸，滿載排水量6000噸以上
，全長155米，艦寬17米。可單獨或協同海軍其他兵
力攻擊敵水面艦艇、潛艇，具備較強的遠程警戒探測
和區域防空作戰能力，可以躋身世界一流行列。

「長春艦」是052C型驅逐艦的第三艘，有消息
稱，該型驅逐艦共建造六艘，目前已經建造四艘並正
式服役。從目前公開的資料來看，東海艦隊有051型
、俄製「現代」級和052C型各型驅逐艦八艘，隨「長
春艦」的入列這一數字將到達九艘，規模十分龐大。

有軍事專家分析指出，隨中日釣魚島爭端陷入
僵持局面，新型導彈驅逐艦 「長春艦」入列，將為中
國捍衛釣魚島領土主權提供了堅強的利器。有外國軍
事評論早前分析， 「長春艦」與日本的神盾艦相比，
艦對艦的導彈射程佔優勢，但防空火力、自動化指揮
整合，以及艦隊協調能力，則有所不足。

艦隊旗艦（指
揮艦）是在戰場進
行艦艇編隊指揮和
作戰調度的 「神經

中樞」，由於現代戰爭的戰爭形態瞬息萬變，
戰爭的節奏加快，作戰指揮人員要通過在戰場
實地對戰場態勢進行判斷，並對戰區內的下屬
作戰單位進行有效指揮，所以旗艦通常都裝備
有大量用於通訊和信息處理的電子設備，作為
作戰海域的海上指揮控制艦。 （環球網）

據新華社消息：牛街是回族群眾聚集地。牛街西里二區有
9200多名居民，回族群眾超過58%。座談會在社區活動室召開，
參加座談的有退休教師、社區醫生、敬老院護理工、殘疾人、退
休職工、保潔員，也有社區工作者、物業公司經理等。

座談會氣氛融洽熱烈。大家在發言中對政府的工作高度評價
，總理向大家鞠躬致謝。溫家寶說： 「我今天是來聽取大家意見
的。這十年，國家改革和發展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這是中央
領導的結果，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政府工作還存在不
少問題，群眾還有不滿意的地方。對於政府工作的缺點，我應該
負責。大家的意見要反映在政府工作報告裡。我們一任接一任，
辦得好的事情繼續做好，沒辦完的繼續努力，需要改進的切實加
以改進。」

關注牛羊肉價格
溫家寶說，我們民族宗教政策的核心有三條：一是民族平

等，二是信仰自由，三是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他說，我十
分關注牛羊肉的價格。過去牛羊肉主要是少數民族群眾吃，現
在漢族群眾也喜歡吃，雖然連年增產，但供不應求，這也是價
格上漲的一個因素。要研究制定措施，幫助低收入回族群眾解
決實際困難。

談及社區工作，溫家寶說，社區工作很重要，居民生活、秩
序、安全、調解都靠社區，要相信群眾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從本
質上看，這就是社會管理創新。我們應該在全社會形成做社區工
作光榮的風尚。

座談會上，社區居民分別就教育、基層衛生工作、殘疾人保
護、污染防治、建設保障租賃房、加強敬老院建設、提高退休工
人待遇等先後發言。溫家寶逐一回應。

聽完大家的發言，溫家寶說，政府工作的好壞都凝聚在民生
當中。這些年我為人民群眾做了一些好事，辦了一些實事，但不
足以報答人民群眾對我的培養和恩情。我雖然盡力了，但總覺得
有些工作做的還不夠好，心裡感到愧疚，時時自責，希望得到大
家的諒解和寬恕。

座談會前，溫家寶還走訪了社區居民群眾。

長春艦入列擔任旗艦

特稿

西太布陣 大風浪裡嚴練兵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一日消息：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一月三
十一日下午和二月一日上午，代表習近平總書
記和黨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時表示，文化
工作者要傳播正能量、建設軟實力。

劉雲山來到求是雜誌社原總編輯邢賁思家
中，並看望中國記協名譽主席邵華澤、中國文
聯名譽主席周巍峙、中國影協名譽主席、著名
導演謝鐵驪，向他們致以誠摯問候和新春祝福。

文化界知名人士對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
的親切關懷表示感謝，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的務實作風熱情讚譽，對十八大關於社會主義
文化強國建設的部署高度贊同。

劉雲山說，文化繁榮興盛是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應有之義，建設文化強國是實現 「中國
夢」的重要支撐。文化工作者要堅守文化追求
，牢記社會責任，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中汲
取智慧營養，在推動文化改革發展中激發創作
活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
化創造，傳播正能量、建設軟實力，為實現偉
大 「中國夢」貢獻力量。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一日
消息：柬埔寨王國太皇諾羅敦．
西哈努克葬禮將於二月初舉行。
中國官方三十一日發布消息，全
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將赴柬出席葬
禮，送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最後
一程。

「此行將表達中國領導人、
人民對西哈努克太皇開拓、締造
、發展中柬友誼的懷念、感激之
情及崇高敬意，也必將推動中柬
友好關係向新高度和廣度發展」
。原駐柬埔寨大使胡乾文認為，
儘管西哈努克太皇去世，對柬埔
寨影響非常大，但他創建的中柬
友誼和合作是深入人心的。中國
人民也不忘老朋友、懷念老朋友
，希望中柬兩國友好關係像西哈
努克太皇在世時一樣，不管國際
風雲變化，不斷向前發展。

柬太皇西哈努克，2012年
10月15日凌晨病逝北京，享年
90歲。

「西哈努克是中柬友好的締
造者、呵護者和推動者，」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賈秀
東評價。他說，這位具有傳奇人
生的政治家與中國幾代領導人都
保持了很密切的交往和很深厚的
友誼，在一些重大涉華國際問題
、原則問題以及一些關鍵的歷史
時刻都跟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
這個朋友不是一時一事的，而是
一以貫之，所以中方稱之為偉大
的朋友」。

賈秀東認為，此次中國重要
領導人專程弔唁體現了三重含義
：一是表示對西哈努克本人的崇
高敬意。二是表達對中柬兩國關
係的高度重視。三是表達對中柬
兩國未來關係的殷切期望。

「路遙知馬力」、 「患難見
真情」，賈秀東如此形容多年來
的中柬關係。因為過去幾十年，

柬埔寨遭遇種種政局變動，在西哈努克本人和柬埔寨國
家最危難時候，中國都給予了政治上、道義上、經濟上
的支持，同時又平等相待，不干涉柬埔寨的內政。在涉
華關鍵問題上，柬埔寨也給予中國支持。所以，中柬關
係可謂 「大小國家友好相處的典範。」

柬埔寨行程後，賈慶林還將對馬來西亞進行正式友
好訪問。

【本報訊】新華社青島艦一日消息：由海軍
北海艦隊三艘軍艦組成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二
月一日十一時四十分許按照預定計劃通過巴士海

峽，進入中國南海海域。
一日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國海軍艦艇編隊 「

青島艦」、 「煙台艦」和 「鹽城艦」以單縱隊行
進的方式，依次進入巴士海峽。因遭遇較大風浪
，三艘軍艦始終保持一定的間距和航速，經過五
個小時的航行，通過巴士海峽進入南海海域。未
來幾天，編隊將在南海巡航，並開展多項訓練。

巴士海峽位於中國台灣島與菲律賓呂宋
島之間，是連接南海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
道，是香港通往關島和檀香山的重要航道。
巴士海峽屬國際航道，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規定，艦艇、飛機具有航行、飛越的自由。

截至目前，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已連續航
行三晝夜，總航程達一千二百多海里。期間
，經受了惡劣氣象和複雜海況的考驗。

▲劉雲山等看望求是雜誌社原總編輯邢賁思（左二） 新華社

【本報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二月一日上午來到北京市西城區牛街西里二區
看望市民，並召開座談會聽取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他表示，我工作雖然盡
了力，但總覺得有些做得還不夠好，心裡感到愧疚，時時自責，希望得到大家的
諒解和寬恕。賈

慶
林
將
出
席
西
哈
努
克
葬
禮

專
家
：
緬
懷
中
推
動
中
柬
友
好
前
行 劉雲山看望文化界名人

籲傳播正能量建設軟實力

中
國
艦
隊
穿
越
巴
士
海
峽
巡
南
海

一路航行一路苦練
，全員額、三更制連續
七十二小時多課目、高
強度、無間隙的訓練。

一月三十一日，在經過長時間連續航行之後，海
軍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按計劃穿越宮古海峽，
在西太平洋布陣練兵。

艦隊出發時還是冬季，此時已經進入近攝
氏三十度的夏天，還有三四米的海浪。艦在波
浪中穿行。編隊指揮員田中向官兵們提出了兩
點要求：一是訓練課目按計劃練，不但不能減
，還要利用大風浪從嚴練；二是要關愛每一位
身體出現不適的官兵，確保以良好戰鬥精神投
入到任務當中。

入夜，戰艦破浪於茫茫大洋，官兵夜訓正酣

。響徹耳際的除艦載擴大器不時傳出的口令、警
報鈴聲和官兵操作裝備的聲響，還夾雜戰艦擊
浪的混鳴。

在機電部門的集控室，編隊副指揮員曹新元
正帶領政工組和後勤組的官兵巡視戰位，為大家
鼓勁、加油。

觀通部門第一次參加遠航訓練的新戰士王瑄
一邊對垃圾袋嘔吐，一邊堅守值班部位。曹新
元問，吐幾次了？王瑄回答，第一次！一位老兵
接話茬說，他都吐了多次了。在雷達值班部位、
在聲納值班部位，在報房、在機艙……編隊領導
把涼茶、餅乾等遞到戰士手中。

「訓練滿負荷，持續時間長，面臨的考驗較
多。但這些，正是我們此次遠航的目的。」曹新
元說。 【據新華社青島艦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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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號」
導彈驅逐艦
入列命名授
旗儀式一月
三十一日在
浙江舟山東
海艦隊某軍
港舉行

網絡圖片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2月1日通過巴士海
峽進入中國南海海域示意圖

▲溫家寶二月一日來到北京市西城區牛街西里二區看望群眾，並召開座談會聽取對政府工作的
意見和建議 新華社

▶劉雲山看望中國影協名譽主席、著名導演謝鐵驪 新華社▲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西哈努克的靈柩二月一日被
移出王宮，安放到事先建好的火化塔內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