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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
时 延 春﹡
昔日在也门发生的一些事不时地显现在我的
脑海，因为我与友好的也门人民一起参与了这些

勒总统对也门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
们越发感到也门形势的严峻。

事，那段时间成了我终身难忘的岁月。

萨拉勒总统为能争取到更多外援，决定率团出

ｌ９６５年，我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即被派往开
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 文革 中断了我的进修计

访。１９６７年 １１月 ５日，在他访问伊拉克时，萨那
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

划，于 １９６７年 ２月回到北京。同年夏，亚非记协

埃里亚尼出任共和委员会主席，埃尼任政府总理，

书记处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我被临时派去帮忙。

阿姆里中将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宣布恪守 九 二

会后回到外交部，干部司主管告诉我，也门形势十

六

分紧张，我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前去工

感到政局将更加恶化， 共和派

作，组织决定派我去。并要求我抓紧时间准备，尽
快赶赴也门。我匆忙做了些准备，便于 ９月离京赴

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随着埃及军队的撤离，被推
翻的也门王室势力在外国支持下，用重金收买了部

也门，从此，迈出了我外交生涯第一步。

分也门部落兵和外国雇佣军计 ４万余人，力图通过

革命原则，坚持共和。与此同时，人们强烈预
与

王室派

间

我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言谈中强烈地

武装叛乱达到复辟王室的目的。他们先切断萨那通

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突变之中，矛盾错综复杂，

往红海滨海城市荷台达的公路，继而分兵从西、东

形势扑朔迷离。

南、西南和北面直扑萨那，对首都形成四面包围之

６０年代初，风雨飘摇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朝
苟延残喘，难以为继。１９６２年 ９月 ２６日，以萨拉

势。１９６
７年 １１月 ２８日，王室武装兵临萨那城下，
把萨那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发起攻城战役。萨那市

勒上校为首的 自由军官组织 推翻王室政权，成

郊顿成硝烟弥漫的战场，机场及市区处于王室武装

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拉勒出任总统，军衔虽

炮火的威胁之下，元首办公的共和国宫、要害部门

由上校晋升为元帅，但手中兵力有限，王室势力仍

及市中心解放广场连遭炮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

然强大，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不稳，随时有被颠覆的

紧要关头，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出任战时内

危险。为保卫共和政权，萨拉勒一方面在国内苦苦
支撑，另一方面吁请埃及出兵支援。纳赛尔总统欣

阁总理，守卫萨那的数千官兵斗志昂扬，决心背水
一战，城中的工人、学生、居民、政府官员、知识

然同意派兵 ７万，驻守也门要害部门，并直接参与

分子、商人、退役军人及郊区的农民也都自告奋勇

反对王室复辟的内战，萨拉勒政权才得以维持。

组织起人民抵抗部队，与武装部队及公安部队并肩

在 １９６７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

作战。我的外交生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

纳赛尔总统决定从也门全部撤军。当时，驻守首都

在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

萨那的也门正规军不足 ５０
００人，且装备落后，政
权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共和政权十分不稳，萨

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已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
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

拉勒总统如坐针毡，四处寻求援助。我到使馆不到

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自主，反对帝国

一周，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我郑康平代办，我作为

主义的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使馆

译员陪同前往。我们到达总统官邸，已是晚 ９时，

人员、援也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队员一直留在萨

萨拉勒在官邸花园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评价了中也
友谊和集中介绍了也门形势后，便单刀直入地要求
中国给予援助。走出总统府，郑代办对我说，萨拉

﹡作者曾任我驻也门、叙利亚大使。现为世界知识
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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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看了会，从楼顶下来，走到大门处，从门缝中向外

当时，使馆仅 ９位同志，懂外文的两人，而懂

看，发现也门派往我使馆的警卫正贴近大门观战，

阿语的只我一个，人少任务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

我隔门问他是谁在指挥作战。他说，中间一辆坦克

告也门形势的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

中坐着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

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与负责在也门的

在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越发感到时局严重。不

全体中国人员的生活与安全。因而工作量很大，对

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走了，枪炮声

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我，既是考验，也是锻炼。

也停了。我大着胆子走出大门，拣了些炮弹壳，当

这段生活和工作很值得我回味。坦率地讲，我
是在一种半清醒半朦胧的思想状况下进入角色的。

作烟灰缸。这个烟灰缸一直伴随到我离任。后来听
说使馆将这个空炮弹壳保存到了 ８
０年代初。

开始，我虽对自己面临环境的严酷性有一定的思想

萨那保卫战是场拉锯战。因工作需要，我几乎

准备，但对一个刚参加工作就进入枪林弹雨中的知

每天外出，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虽险象环生，但我

识分子来说，难免有些慌乱，有些情况不知如何应

习以为常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对。郑代办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负过伤，

伊拉克驻也门使馆坐落在共和国宫附近，属王

经验丰富，他向我传授了很多军事常识和应对经

室武装重点炮击处。随着形势恶化，伊精简了驻萨

验，对我大有裨益，使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战时外交

那使馆人员。王室武装炮击共和国宫时常有误差，

工作。当时，我把 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

多次击中伊使馆。伊使馆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将

尸还 写成座右铭，摆在床边。同时，我在实践中

人员移住穆哈旅馆，必要时代办才到使馆办公。在

注意观察、分析、研究和总结，逐渐掌握了交战双

伊使馆撤离萨那前，夏仲成同志和我要见伊代办，

方的一些规律，心里踏实多了。

我们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使馆。进门后，

时光流逝，尽管昔日的亲身经历已成遥远的故

伊代办与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但建议立即转移

事，但每当我们谈及那段历史，记忆的屏幕便会出

到穆哈旅馆，以防不测。果然，我们离开不到 ５分

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

钟，伊使馆便遭炮击。我们到达穆哈旅馆时，伊使

那时，我驻也馆邸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
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室均在平房，无设防。

馆人员与我们紧紧拥抱，为我们死里逃生庆幸。
当时我援也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

使馆距萨那南郊民用机场仅 １公里，处于王室武装

部，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人员的宿舍

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子弹的

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

呼啸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

兵营，驻有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方的一座

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感整座房子都在震

山却被王室武装占领，他们居高临下，不时派人下

动，窗玻璃全被震碎。爆炸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

山偷袭、骚扰，战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我

看到距使馆仅 １
００米处有好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

援助也门人员的安全，中国各队、组人员的宿舍和

院子里是一层弹片和砂石。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

施工机械设备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场战争中，中

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

国人员英勇顽强，沉着镇定，服从纪律，如遇炮击，

隆隆，我迅速跑出门外观察，刚爬到主楼楼顶，立

他们便立即疏散到厂房和宿舍楼内，炮击间歇期

即听到子弹飞过的嗖嗖声，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

间，又扑向施工现场，抢救财产。

间，一颗子弹擦我头顶而过，落在离我仅半米的地

我使馆人员常去这些队、组慰问和了解情况，

方。我心中一震，赶紧躲到隐蔽处，继续观察，终

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段时间，王室武装对纺

于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原来使馆周围已变成战场，

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使馆人员也碰到过多

但战场的主动权仍在共和派手中。使馆东南面有大

次。一次，我们开车去那里，刚进楼 ５分钟，王室

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里飞来的。使馆正门前是条

武装开始炮击，为避免伤亡，我们躲在楼里观察。

宽阔街道，停着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

炮击中，我们的车被击毁。还有一次，郑代办去公

出火焰，正在炮击敌方，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

路组指导工作，
恰恰遇上王室武装 ３个小时的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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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不见郑代办

突遇险情。医疗队对面的一幢三层楼的主人是也门

返回，而纺织厂地区的事态又越来越严重，我们立

人民军司令，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司令

即叫上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去那里营救。当我们接近

虽支持共和制，但为自身安全考虑，他在楼顶和周

炮击区时，仍不见炮火间断的迹象，只好找了个土

围都布有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们时，一

坡作掩护，像战壕的战士一样焦急地等待发起冲锋

下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栓

的时机。约中午 １２时 ３０分，我们乘王室武装炮击

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传来急促的问话： 你们是什

的间歇，快速奔向处于危难的战友处。此时，郑代

么人？

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

对我们说： 中国人， 萨迪格 （朋友），我们保护

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你们的安全。 他们不仅让我们通过，还派人护送

萨那被围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

我立即用阿语回答

中国人。 他们大声

我们。晚 ９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使馆。

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派与王室派间的矛盾仍

我们回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持续。我们继续

存，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派内的

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

矛盾也在发展，且逐渐趋向公开、尖锐。这两对矛

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

盾交织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

声。后据了解，王室武装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

的难度。１９６８年 ８月 ２
３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

发起攻城战役，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的制

近一两天内，共和派内部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兄

高点。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

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很可能乘机发起攻城

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的进攻。经数小时激战，

战役。如是，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作为一

王室武装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短暂的平静。

馆之长的郑代办深感问题严重，他当机立断，对馆

那一夜，我们彻夜未眠，却精神饱满。东方升

内工作做了安排，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各

起曙光后，郑代办吩咐我们分头与我驻萨那各单位

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措施。我们马不停蹄，由

联系，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慰问，我负责与医疗

远而近地走遍各单位，最后到达新华分社。谈完工

队联系。当时医疗队住在使馆东、西的两幢房子内，

作已近黄昏，分社同志要留我们吃过饭再走。我们

我先到使馆西面的那栋房子，见所有人员安然无

婉言谢绝后，便起身返馆。我们刚走出分社的门楼，

恙，房屋也未遭破坏，便去使馆东侧的房子，按习

就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

惯我敲了敲门后，足足等了 １０分钟，却无动静，

两派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只好退回分

我又用力敲门，大声喊叫，仍无反应。我不免犯了

社楼内，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从了解到的情况表

猜疑，莫非出了问题？于是，我绕到东墙根，见这

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内几乎到处都

里的一段围墙已被炮弹击垮，便越过断垣残壁，踏

成了战场，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

进院内。院内到处是砖头瓦片和弹壳弹片，我三步

何时能返回使馆和如何返回。

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呼叫，终于听

夜幕降临，战况愈来愈激烈，丝毫没有停止迹

到屋内的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从北京医院来的外科

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险尽快返馆，但道路

王医生，他告诉我，为抢救伤员，他们整整忙了一

已被切断，如强行开车，目标太大，危险性也更大，

天一夜，天亮前才回到住所，刚睡了两三个小时。

于是决定步行返馆。我们 ３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

随后我又见到另外几位医生，他们正在烧水煮饭，

我会阿语，充当尖兵，郑代办居中，司机老姜断后。

我这才放心。他们告诉我，医院里有很多伤病号急

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走街道中间，要紧贴道旁

需手术，他们饭后要立即赶往医院。我望着这些医

的墙壁前进，如遇险情，立即卧倒，或隐蔽起来。

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什么炮火袭击啦，个人

我们走上街时，路灯都已熄灭，但皓月当空，在皎

安危啦，全被他们丢在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救死

洁的月光下，我们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脚下

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去，多么崇高的白衣天使

不时碰到炮弹碎片，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头

啊！

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我们快临近医疗队住地时，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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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称道。战前，萨那只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士，医

批条，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

疗队的大部分人员都分在也门各地工作，萨那告急

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生活。由于陆路和空中交

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已全部撤走，在萨那的 ３名中

通均被卡断，我们多月都收不到家信。条件尽管艰

国医生与仅有的几名也门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

苦，大家却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萨那的全部救护任务。随着战火的延续，守城的也

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精神面貌与风格。

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力，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

经过激烈战斗，共和派取得胜利。由于我国政

阿姆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

府坚持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是留在萨那的唯一使

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我们立即将也方的请求

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大增，中也友谊继续

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又将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

发展，这引起少数王室分子的不满，他们中的少数

理当机立断，指示北京医院立即组派援也医疗队，

人蓄意挑起反华事端。１９６８年夏，我接连收到多封

尽快赴也。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由于萨那

恐吓信，威胁说中国人必须从也门滚出去，否则，

机场处于王室武装炮火威胁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

将向你们开出红色火焰的枪。有的恐吓信中还放有

机场上空久久盘旋，乘炮火的间隙强行着陆。他们

子弹，与此同时，我还接到用阿拉伯语打来的类似

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

内容的电话。针对这种情况，郑代办约见也门外交

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

部负责人，进行口头交涉，强调我致力于中也友谊，

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

支持也门的正义斗争，不干涉也门内政的立场，要

高度赞扬。

求也门政府警惕有人在搞破坏中也友谊的阴谋。这

萨那被围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

次交涉收到良好效果。

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不仅要加倍工作，还要做

面对一小撮反华分子的恐吓活动，我们提高了

好抗暴准备。每天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

警惕，但并未退缩，一如既往地忙碌着。经过前一

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报、听广播、翻

段的战火锻炼，增添了我们的勇气，也门军方也常

译材料，一天工作 ｌ２～ｌ４小时。为防不测，使馆

请我们到守城部队营房放映 英雄儿女 、 南征北

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班，由于人手少，便从工程技

战

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来馆协助。每晚 ６点半

应，夏仲成、司机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拉着放映机

到次日 ６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

前去放映，由我用麦克风进行翻译，回到使馆一般

工作。当时，一人总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忙完白

都在午夜左右。有的军营较远，路途不太安全，也

天，匆匆吃过晚饭又马上参加值夜班，我们称之为

军方就派武装警卫护送我们回使馆。

日以继夜 。有时，刚上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
务，便得连续工作，我们又称之为

等战斗故事片，以鼓舞士气。我们总是有求必

萨那保卫战取得第一回合胜利后，也门政府决

夜以继日 。

定有限度地恢复通往萨那的航班，但鉴于王室武装

那时，我们的津贴只有 ３９元人民币，物资匮乏，

仍然盘踞着萨那附近的一些军事要地，威胁着萨那

值夜班时，无法提供夜餐，长达 １２小时的巡逻确

安全，也门航空公司的飞机一般都在深夜起降，来

实难熬，特别到下半夜，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当轮

去都很快，以免遭王室武装炮击。为应急，我们的

到我值班时，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

信使和其他人员只好乘坐这些飞机，而我们三人小

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班的同志共享。如一

组便承担起迎送任务。每当接到反华分子的恐吓信

个月轮到几次夜班，月津贴便入不敷出，只好借贷。

和电话，我们都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采取相应

萨那形势好转后，我们才逐渐还清自己的债务。

对策。夜间去机场也是一场战斗，每次出发前都得

萨那被困期间，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
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数月，几乎买不
到蔬菜和水果，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危机。

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不测事件发生，安全完成任
务。
也门共和派力量经一年多浴血奋战，在军事上

为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与也门经

取得萨那保卫战的胜利。此后，经沙特调解，共和

济部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经济部长亲自

与王室两派开始了政治谈判，于 １９７０年 ５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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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结束了内战。

出村后，老刘加大油门，力图追上前面的车队。

ｌ９７０年 ５月的一天，我去内政部办事，与内政

我们行驶一阵，仍不见任何灯光，心里不免犯了嘀

部长拉荷米不期而遇，他是也门共和国开国元勋，

咕。又向前行驶了一阵，突然发现一些沙丘，我们

曾担任过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直致力于中也友

停下观望，借着车灯，见一只野兔一跃而过。我们

好，他对我说，共和派与王室派已经和解，部分王

断定这里是沙漠边缘地带，不能再前行了。由于夜

室要员将回国参政，过几天将在也门和沙特接壤的

间行车，又是沙丘地带，我们的行动变得十分困难，

边境城镇哈腊德举行和解仪式。如中国使馆或新华

老刘谨慎驾驶，但仍是险象环生，忽而一个大坑，

分社要派员前往观察仪式情况，表示欢迎，并保证

如刹车不及，就会连人带车掉进坑中，后果不堪设

中国朋友的安全，并要我将此报告中国大使。我立

想；忽而开到沙丘脚下，如不及时倒车，有可能陷

即向王芳杰大使作了汇报。王大使是位少将，他认

入沙中而不能自拔

为这是也门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了解情况

小时，仍不能冲出险区。我们心急如焚，强烈地意

的好机会，决定派我和记者老温前往。

识到，必须在天亮前离开这里，太阳出来，这里的

就这样，我们挣扎了近两个

按也门方面安排，我们乘坐的越野车随车队先

气温很快会升到摄氏 ４０～５０度，车子不能开，备

到红海之滨的荷台达，受到荷台达省长的热烈欢

用水也已用光，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就在我们奋

迎。第二天清晨出发，经近一天的长途跋涉，天黑

力拼搏时，突然望见远方有个正向我们移近的亮

前到达哈腊德镇。哈腊德名为镇，但非常荒凉，难

光。我们意识到，这是向我们开来的车的车灯。老

以接待如此庞大的来宾队伍，也方虽准备了帐篷，

刘赶紧打开车灯，按响喇叭，过了些时候，两车会

但来宾大大超过预计，帐篷都拥挤不堪。我们三人

合后，才知前来搭救我们的是也门武装部队的通讯

主动退出，在车里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

部官兵。车上的官兵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达一个村

第三天上午，也门共和政权与王室代表举行了

落休息时，发现中国朋友不见了，决定分头寻找。

和解仪式。午饭后，一些人员开始启程回萨那，我

我们再三表示感谢，接着就跟随他们到了那个村

们也计划早点返回，可也门方却突然告诉我们，萨

落。村里有一口井，我们开怀畅饮，又装好备用水。

那将派飞机来接，但限于哈腊德镇只有简易机场，

到天亮时，分头找我们的其他车辆也已先后返回，

来机载客有限，只分给我们一个名额。经商量，决

我们再次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定让记者老温乘机尽快赶回萨那发消息，但直到黄

到达荷台达时，我们已疲惫不堪，倒头便睡。

昏时刻，飞机才来，我们目睹老温上了飞机，才离

在过去的两天两夜中，我们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且

开哈腊德镇。

在连续拼搏，怎能不劳累呢！第五天，我们安全返

司机老刘是四川人，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为人诚实，吃苦耐劳，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回使馆，同志们听了我们的经历，都为我们大难不
死感到庆幸。

在那次出差中，他不仅吃不好，睡不好，最令他头

也门局势平静后，我的任期已满，按规定，应

痛的是车不争气。前两天都是白天行车，跟随大队

离任回国或休假。但使馆再三挽留，国内也正处于

行动，老刘紧赶慢赶，总算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我

文革 时期，人员调配困难，我只好超期服役。

们在归途中却遇到麻烦。因那天下午等飞机，我们

每隔半年，通知我再延长一段时间，直到 ｌ９
７２年 ４

延误了启程时间，不得不随小队人马夜间行驶。出

月，我才离任回国。掐指一算，已连续服役 ４年 ７

发三小时后，天已全黑，老刘集中精力，才能跟上

个月，中间没有休假。我在海拔 ２４００多米的高原

前面的车，但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问题发生了。

城市萨那度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其中相当一

这个村子胡同多、窄，且拐弯多，前面的车七转八

段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回到北京时，我既感慨

拐，把我们甩在后面。当我们的车来到十字路口时，

也自豪，因为经受了考验，完成了一个外交人员应

不知开向何方。此时天已很晚，人地生疏，找不到

尽的职责，战火锻炼了我的意志，艰难困苦使我更

人问路，便决定开车出村再说。谁知我们选择了一

加坚强。

条与归途相反方向的路。

萨那保卫战期间，我驻萨那使馆和援也的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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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组的同志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以实际行动

部负责人常陪我们走访萨那兵营，每到一处，我们

体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国内对同志们的表现给予

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一次，我们到伞兵部队

了高度评价，外交部、对外经委、交通部、纺织部、

司令部，正赶上他们开会，司令立即宣布暂时休会，

地质部、建工部等单位多次联合致电使馆，表扬使

把我们迎进会客室，让参谋长铺开作战地图，向我

馆和工作组的同志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国际主

们介绍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告诉我们，请中国朋友

义精神，对同志们在非常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的英

暂时不要到作战区去。两天后，伞兵部队果然对王

勇行为和高尚品质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我国

室武装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

支持也门政府和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备受也门政

也门军民经过 ７０天的浴血奋战，取得萨那保

府和各界人士赞扬，我们在萨那坚守工作岗位，与

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便是也门家喻户晓的 七

他们同呼吸、共患难的实际行动受到他们的好评。

十天战斗 。１９６
８年 １月底 ２月初，共和派力量从

当时，也门领导人频频接见我使馆临时代办等人

萨那和荷台达两处同时出击，击溃荷台达至萨那公

员，主动介绍战局发展和也门政府的对策，高度评

路上的王室武装。２月 ６日，打通荷台达至萨那公

价中也友谊，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了大量真诚无私

路的捷报传来，萨那军民群情激昂，齐集解放广场，

的援助。阿姆里总理赞扬中国是也门最忠诚、最可

载歌载舞，鸣枪庆祝胜利。我们到达时，欢庆的人

靠的朋友。也门武装部队的官兵、坚持共和的部落

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呼毛主席万岁，中也友谊万

酋长、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把我们视为真正的

岁。当晚 ６时半，经济部长等 ５人亲自到我使馆报

朋友，我们每到一处，也门人民就向我们翘起大拇

捷，他们表示，也门军民打通荷萨公路的胜利，也

指，连声喊道： 隋尼，塔马姆（
中国，棒）！ 也门

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代表也门政府和人民，对

人民抵抗部队司令对我们说： 中国人是我们最可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靠的朋友，你们临危不惧，给也门增加了坚强的信
心和力量。 一位市民对我们说：

根据也门领导人的要求，为支持也门人民的正

在危急关头，

义斗争，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我国向也门提供

我不得不想，连你们中国人都还留在萨那，难道也

了一批轻武器装备。这批武器于 １９６８年 ３月中旬

门人不应拿起武器，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革命、捍

运抵荷台达港，我陪郑代办前去办理移交手续。也

卫共和吗？

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也亲自到荷

说完他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

岁，中国人民万岁。

台达港接货。办完交接手续后，阿姆里总理在荷台

在艰难的日子里，也门政府十分关注我们的安

达共和国宫举行了午宴，答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援

全和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特殊待遇。

助，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也门政府和人民的深情

１９６７年 １
２月 ２日晚，王室武装从萨那南面一个制

厚谊。他说，也门咖啡是世界最好的咖啡，他特意

高点炮击机场及周围地区，有 ３发炮弹落在我使馆

选了 ５包优质咖啡，请船长带回中国，送给毛主席

南侧几十米的地方，爆炸后浓烟滚滚，使馆有强烈

和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还特别嘱咐： 不要忘记，

震感，玻璃被震碎。也门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公安

一定要给毛主席两份。

部长、内政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联络官到我馆询

当萨那出现一小股反华逆流时，也门朋友立即

问情况，并对使馆人员表示慰问。也门政府也非常

向我们通报信息。也门外交部负责人明确表示，致

关心中国援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员们的安

力于加强和巩固也中友谊是也门政府的一贯方针，

全，尽力采取保护措施。在食品、物资供应极为困

萨那一小撮人的举动旨在向也门政府挑衅，妄图挑

难的情况下，也门政府实行战时配给制，但我每次

拨也中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但这一阴谋

找经济部长批条买粮时，他总是有意多批一些，对

不会得逞。也门政府一定要追查坏人，对破坏两国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疗队也给予特殊照顾。他常

关系的人给予严厉打击。也方派到我使馆的警卫班

说，你们不惜生命支持我们，我要保证你们的健康，

长特意对我说，也门内政部已通知他们，如发现有

宁愿我饿着肚子，也要让你们吃饱。

人散布反华谣言，立即扭送警察局。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也门武装部队士气鼓动

１９６８年 ９月 ３０日晚，郑代办在使馆举行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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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也门国家元首埃里亚尼主席率副总理、多

萨那市长马斯瓦里与我同庚，当年作为一名年

名部长和大批高级军官出席。埃里亚尼主席发表长

青英俊的军官，担任筹划、指挥作战的重任。后他

篇即席讲话，高度赞扬中国向也门提供的援助和也

不足 ３０岁就升任也门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那时，

中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帝国主义是也中两

我们见面机会多，知道他喜欢运动，总爱在打仗之

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在讲话最后高呼也中友谊万

余打打篮球，于是，我们常在战斗间隙安排篮球赛。

岁。席间，他对郑代办说： 因身体不适，我本想

１９９６年 ４月，当我们在萨那见面时，都很激动，紧

事前道歉，让别人代表我出席这个招待会，但因中

紧拥抱，合影留念。我们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战斗生

国国庆是个伟大节日，应该共庆，还是坚持来了。

活和一起打篮球的情景。他以最真挚的感情、最美

也门报刊对我国庆庆祝活动作了充分报道，大力赞

好的语言盛赞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表示，他在首

扬也中友谊，高度评价中国对也门的支持与援助。

都市长岗位上将不遗余力地做出努力，推动中也友

萨那保卫战作为光辉的一页已载入也门史册，

谊继续向前发展。

也门把这事件视为也门共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也门军队杂志主编马

碑。同时，也门也把中国支持也门共和作为也中友

斯欧迪上校。萨那保卫战期间，他是也门武装部队

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门各界人士每谈

士气鼓动部负责人，常陪同我们到各部队参观、放

到也中关系，总要赞扬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使馆和

电影。此次可谓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我们紧紧拥

中国援也人员们的表现。萨利赫总统参加过萨那保

抱，互道久别之情，激动之心难以言表。

卫战，立过功。１９８
７年底他访华时，大谈这段历史，
并向经历过萨那保卫战的中国人员代表颁发勋章。
患难知真情，友谊历久弥新。时隔 ２
０多年后，

我们都是中也友谊的见证人，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做出过努力，推动友谊不断发展。１９９
６年，适
逢中也建交 ４０周年，在这 ４０年间，国际形势和中

我重返也门工作，对这一哲理有更深体会。１９９４年

也两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唯有中也友谊依然如

１１月，我被任命为驻亚丁总领事，１
９９５年 ３月初

故。一位也门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了过一篇题为《真

到任，也各界人士都把我作为老朋友，视我为参与

挚的也中友谊》的文章，他说，也中友谊源远流长，

捍卫也门共和政权战斗的好朋友，尤其在与当年共

深入人心。这种友谊之所以如此真挚、纯洁，其主

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友人晤谈时，感情非同寻常。

要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不

加尼总理当时始任卫生部长，继任中央银行总
裁，与我们工作联系较多。ｌ９
９６年 ３月，当他作为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有好合作的牢固基础之上的。
也门非常珍视这种友谊。

总理到亚丁视察工作时，专门接见了我，我们进行

１９９７年 ５月，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也

了亲切的交谈，共同回忆了萨那保卫战的情景。他

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同年 ９月赴任。从我作为

赞扬并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的宝贵支持与援助，高

译员第一次赴也到此次就任大使，整整 ３０年过去

度评价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指出，也中两国

了。萨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座城市中仍然保存

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应该互相支持，也门坚持一个

着不少昔日萨那保卫战的遗迹。也门政府将市内的

中国的立场，并预祝香港顺利回归中国。

一条主街命名为

七十天大街 ，把在重大节日举

副总理兼石油部长阿塔尔博士曾任经济部长，

办盛大阅兵式和群众集会的广场命名为 七十天广

在萨那保卫战中，是与我们往来最频繁的也门政府

场 ，旨在让萨那保卫战的英雄业绩世代相传。也

部长之一。１９９６年 ５月，当我去萨那参加接待吴邦

门百科全书和大量著作都把萨那保卫战视为也门

国副总理访也时，与阿塔尔副总理多次见面。谈到

共和史诗。我在萨那见到许多昔日同甘苦、同患难

昔日的战斗生活时，我们都很兴奋。我提及当时他

的老朋友，惜别多年后再次重逢的激动心情难以言

作为经济部长批条子有意多给我们一份粮时，对他

表。也门各阶层人士也纷纷赞扬中国支持也门人民

再次表示感谢。他惬意地笑着说，对于与我们共患

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

难的朋友来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我们都
为久经考验的中也友谊不断发展而感到高兴。

在我回首往事，追忆起萨那保卫战那段难忘的
岁月时，我衷心祝愿中也友谊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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