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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马4月14日电（记者
裴剑容）美国副总统彭斯14日在秘
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
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
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的报
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
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三

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
取得了“极大成功”，打击了叙利亚进
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
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
打击，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亚政府
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他说，叙利
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

器，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

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学武器袭
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件
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府动武。
美国东部时间 13 日晚，特朗普宣
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
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14日发表声明
说，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
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击，这一袭
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际法的蔑
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威
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叙政府还敦
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对叙的此
次袭击。

美副总统称
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叙利亚当地时间14日凌晨，美国
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发起军事行
动。7日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
件真相未明，美国为何急着对叙利亚动
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主导发
动此次袭击，有国内、国际多重原因。

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美国
出牌。

叙利亚内战7年多来，巴沙尔政
府非但没有被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

装打垮，还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
美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扩大战果，
稳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不过，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玛
哈·叶海亚说，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
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政府的时机早
已过去，美国去年的导弹袭击也毫无
效果。她说，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外
交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的
对叙进行军事干预的“红线”。伊拉
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在
前，奥巴马坚持主张不让美国陷入叙
利亚危机。但这一对叙政策饱受国
内共和党鹰派诟病，这些人一直主张
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安全团
队经历多轮变动，候任国务卿蓬佩奥外
交立场强硬，而上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则是知名“鹰派”人
物。化学武器既是“红线”，也是打击叙
利亚的借口。咬住这一借口，博尔顿已
经展示其“战争鹰派”的做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新战
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描述了其中东政策的大致方
向，即“美国不希望中东被任何敌视美
国的势力所主导”。在美国眼里，这里
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俄罗斯与伊朗。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在中
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使馆搬迁计
划，多次威胁退出伊核协议，加强同沙
特的同盟关系等等。此次叙利亚疑似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立
即同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指
责二者是叙利亚的背后靠山。

叶海亚分析，美国此举不仅是打

击叙利亚，同时也是打压伊朗，但她
认为，美国还不会直接对俄罗斯在叙
利亚的军事力量动手。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

整、“通俄门”调查步步紧逼的困局。
在自身团队方面，特朗普上任一

年多来，核心团队接连换人，尤其是
今年 3 月更换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随着博尔顿走马上任，团
队继续面临人事洗牌，国土安全与反
恐助理托马斯·博塞特、国家安全委
员会助理纳迪娅·谢德洛的辞职，让
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再度减员。

在外部压力方面，针对特朗普的
调查仍在深入。特朗普私人律师迈
克尔·科恩的办公室、住所等 9 日突
然遭到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特
朗普对此事的反应异常强烈。批准
FBI 搜查的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
坦，“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
正是由罗森斯坦任命。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
人在各州摩拳擦掌欲夺回失地。特
朗普在国内可谓是前有路障、后有追
兵。从这一局面看，一场迅速且简短
的海外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
焦点的有效手段。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柳丝 杨臻）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庄
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水。
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
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
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
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
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谦
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家
庭。1906年，年仅14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
厂，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
工的技术。1912年，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
机车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
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
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铁
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
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
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想，
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
并于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
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
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1923年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

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
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
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
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
成立，并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举行大罢
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
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
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
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省
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
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
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遍遍地说
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刽子手的屠刀一刀
刀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力高喊‘头
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诉记者，“在我
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
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实
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
血。就算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也要用
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视死如归。”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的
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
在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丰
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
麓建造陵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的照
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
谦之墓”。微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阔山河之
中。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来祭扫烈
士墓，敬献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
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
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
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坚定的信
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勇就
义；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为祖
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让烈
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耀武说。

（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记者 陈弘毅）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图为林祥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北部拜尔宰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士兵
拍摄被炸毁建筑残骸。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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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鹦哥岭自然森林保护区的琼中什
运乡红一村、红二村，与便文村革命老区相
隔3公里，是依山傍水的黎族村寨，满墙描绘
着“黎族风情”壁画，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通过富美乡村建设，不仅要让黎族苗族
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还要让黎族苗族文化留
住乡魂守住村韵，给游客留下‘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深刻体验。”琼中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叶兆承说，在建设中，不搞大拆
大建，不砍树填塘，充分挖掘每个村庄的历史
遗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人文元素，结合
自然地理条件，充分体现村庄个性魅力。

富美乡村建设开展后，琼中累计投入
4.2亿元，将民族元素融入外立面和基础设
施建设，形成“一村一策，一村一景，一村一
韵”的特色村寨景观，所有村庄集“富、美、

趣、和”于一体，打造各有特色的富美乡村
112个。

同时，琼中依托富美乡村建设，点、线、
面结合打造出一批旅游村庄，什寒村、大丛
村、堑对村、便文村、鸭坡村等一批昔日落后
的村寨，如今已蜕变成具有黎族苗族文化特
色的旅游村庄。

“少数民族地区迎来了一批批游客，我
们农家曾经再平常不过的蜂蜜、山兰米等土
特产，都变成了紧俏货，去年年底销售土特
产就有4万多元的收入。”和平镇堑对村村民
王静妃说，这是乡村旅游业给村民带来的最
大实惠。

特产店、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配
套产业不断完善，在“奔格内”乡村旅游山水
之间，可以领略到琼中之美。

琼中依托黎族苗族传统文化，谱写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

喜迎“三月三”劲吹黎苗风
“‘奔格内’乡村游、

‘三月三’传统节日旅游
季、琼中绿橙旅游季
……”近年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凭借良好的
生态环境、原生态黎族苗
族风情，推出了多条旅游
精品线路，助推文旅融合
发展，加快贫困山区发展
进程。

将“文化之魂”注入
旅游产业，琼中始终在
“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
总体发展思路和“一心一
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布
局的统领下，结合富美乡
村建设、城乡立面改造、
全域旅游打造等举措，深
入挖掘传承黎族苗族文
化，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琼
中“农+文+旅”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琼中一年
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全县10个乡
镇、571个自然村，13万黎族苗族同
胞，超过80%的男女老少穿上少数民
族美装，怀揣最美的祝福和期许欢聚
一堂，对歌共舞，把酒言欢。

这次盛会，不仅是琼中的黎族苗
族百姓的狂欢，也体现出琼中独特的
人文魅力所在。

近些年，借助“三月三”品牌，琼中
积极举办黎族苗族婚俗体验、桑葚采
摘、黎族苗族文化歌舞晚会、黎族苗族
旅游商品展示、黎族苗族民间艺术展
演、黎族苗族传统趣味比赛、黎母文化
祭典等系列活动，带动社会经济蓬勃
发展。

如今，琼中已经有了“奔格内”“什
寒”“富美乡村”等一系列旅游品牌，

“三月三”如此全民狂欢的嘉年华氛
围，为旅游增添了元素，奏响了文旅发
展“交响曲”。

依托民族文化品牌的吸引力，琼
中在“奔格内”乡村休闲旅游总体规划
下，结合乡村生态优势资源、田园山水
风光特色，推出“水果采摘”“黎苗风
情”“农事体验”“森林科考”“田园风
光”“红色印记”等文化主题之旅，受到
了广大游客的青睐。

2017年，琼中接待游客13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
53.5%和 35.8%。琼中社会经济发
展、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实现“比翼
齐飞”，“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享誉
省内外，入选海南首批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五片八区十线”旅游发
展格局提档升级，文化旅游品牌源远
流长。

（本版策划/ 申易 秦海灵
撰文/ 申易 陈欢欢）

沿着海南中线高速进入琼中县
城，“奔格内——琼中欢迎您”的宣传
栏立在道路旁，琼中的旅游吉祥物

“奔奔”向客人招手，表示热烈欢迎。
“一进县城，我就被洋溢着黎族

苗族文化的建筑‘圈粉’了。”4月14
日，岛外游客王丹说，他们一行人本
来是要路过琼中，后来被这里浓郁
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决定改变行
程，在琼中游玩几天。

近年来，琼中不断整合资金，加
大对城乡立面改造的投入，一座座
黎风苗韵十足的建筑物陆续映入眼
帘，有栩栩如生的甘工鸟、原始黎族
的船型屋、民族风味的波浪纹……
城乡改造让黎族苗族文化跃然眼

前，将黎苗百姓的民族文化立体的
展现每一寸土地上，全县全域旅游
也随之迎来了崭新的活力和全新的
价值。

“漫步湾岭风情小镇，我看到了
设计者的‘民族情怀’，不仅增添了
当地人的文化自信，还吸引了不少
游客呢。”湾岭镇黎族同胞郭春红说
出了当地百姓的心声。

通过加快县城立面改造和乡镇
亮化美化，一座座风情浓郁的黎苗
特色房屋在海南中部山区闪耀光
芒。“城景合一、产观一体、山水互
动、黎苗风情、功能完善、绿色低碳”
的生态县城建设理念也成了琼中

“文化+旅游”的响亮名牌。

富美乡村 让民风留住乡魂A 城乡改造 让黎族苗族文化跃然眼前

全域黎苗风
让文旅品牌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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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三月三广场夜景。袁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