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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2月4日电 （记者 白
洁 顾震球 林琼） 联合国安理会4日就叙
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
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
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
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

这是继2011年10月4日中俄共同否决
涉叙决议草案后，安理会有关叙利亚决议
草案再次未能获得通过。 除俄罗斯和中国
外，安理会其余13个理事国投了赞成票。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表
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说，付诸表决的决议
草案未能充分反映叙利亚目前局势的实
际情况 ， 向叙利亚有关各方发出了一个

“不平衡”的信号。
他表示，俄罗斯已宣布外长拉夫罗夫

及对外情报局局长弗拉德科夫将于本月7
日访问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会晤。

当天的表决原定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
时举行， 但由于安理会内部分歧明显，表
决时间一再推迟，最终于美国东部时间上
午11时50分举行。 此前，安理会进行了近2
个小时的闭门磋商。

1月27日，摩洛哥代表阿盟向安理会提
交了涉叙决议草案。 此后，安理会就这一
草案进行了多轮磋商。

据新华社联合国2月4日电 （记者 林

琼 白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4日
在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后
发言说 ，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 ，片面向
叙利亚政府施压 ，预断对话的结果 ，或强
加任何解决方案都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
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李保东在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说，
中方一直高度关注叙利亚局势。 中国呼吁
叙利亚有关各方停止暴力，尤其要避免无
辜民众的伤亡，尽快恢复叙利亚的正常秩
序，尊重广大叙利亚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
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这符合叙利亚和
叙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表示，中国支持阿
盟斡旋叙利亚危机的努力，以推动尽快启

动叙利亚人民主导的、各方广泛参与的包
容性政治进程 ，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的
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使叙利亚形势恢复
稳定。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4日电 据叙利
亚官方通讯社报道 ，“武装恐怖分子 ”4日
袭击了位于叙中部城市霍姆斯郊区台德
穆尔巴尔米拉的一处警察局， 造成8名警
员丧生，数名“武装分子”死伤。

报道说，“武装分子”当日还袭击了位
于霍姆斯郊区的胡森镇警察局， 打死3名
警察。 北部城市伊德利卜警察局当日也遭
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名警察死亡，2人
受伤，部分“武装分子”被打死。

新华社记者

联合国安理会4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能获通过。

中国否决这份决议草案， 并不意味着在叙利亚危机
中，采取了支持某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偏袒立场。 事实上，中
国一直呼吁叙各方全面配合阿盟调解努力， 立即停止暴
力，尽快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 中国所坚决反对的，乃是使
用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强推“政权更迭”等违背《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做法。

至于俄罗斯， 连日来就此一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
展激烈的“外交战”，其焦点之一也在于决议草案会否成
为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幌子。具体来说，就是它会不会像去
年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安理会决议那样， 成为外
来军事干预的口实。 俄罗斯认为，在利比亚问题上，北约
滥用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一次，俄对决议草案中任何
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明言或暗示都表现出不容忍态度。

行使否决权，拒绝为军事干预叙利亚埋伏笔，其实质是
反对以外部武力强行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姑且不谈联
合国安理会没有这样的权限，从根本上讲，这违背了《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 作为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国际组
织，联合国任何决议都应当有利于当事国家和地区从紧张走
向缓和，从动荡走向稳定，而不是火上浇油，釜底添薪。

毫无疑问， 叙利亚民众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
诉求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应当立
即得到阻止。但是，以武力相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从外部
进行干预，决不是尊重和维护民众诉求的正当方式，更不
是妥善解决危机的有效方式。相反，这种做法势必会把巴
沙尔政权逼入死角，彻底关闭叙政治对话之门。

国际社会有着相似的顾虑。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普
里就表示，叙利亚政治进程的推动应由叙利亚人主导，并
应尊重叙利亚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埃及金字塔国际关
系顾问塔里克·苏努提指出，目前大多数叙反对派人士都
反对西方强行干预叙利亚问题， 认为如果强行以武力进
行干预，不仅叙利亚会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整个
中东的政治格局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之际，
叙局势进一步升温，一日之内200多人死亡，使2月4日成
为叙利亚自去年3月开始动荡以来最血腥的一天，叙政府
和反对派就此互相指责。

叙利亚局势正在恶化，而在这场危机中，最受伤害的
是叙利亚人民，这实在令人痛心。 但无论如何，以暴易暴
决非正道，外来军事干预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国际社
会需要秉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尊重叙利亚人
民自主解决危机的权利和能力， 为推动通过政治对话妥
善解决叙利亚问题而继续努力。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白洁 林琼

俄罗斯和中国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
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反
对票。

分析人士认为， 安理会当天未能通过这
一决议草案，显示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
美国等各方存在着巨大分歧， 同时也预示着
围绕叙利亚局势的外交斗争仍将继续。

一次关键的否决
安理会当天的投票情况格外引人关

注。 表决原定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时举
行，但因安理会内部分歧严重 ，表决时间
一再被推迟，最终于上午11时50分举行。

所要表决的决议草案由法国、 英国、
德国以及有关阿拉伯国家共同起草，得到
了美国的积极支持，并由安理会内目前唯
一的阿拉伯国家摩洛哥提交。

草案包括对叙当局进行谴责等内容。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表决后
说，决议草案未能充分反映叙利亚目前局
势的实际情况，向叙利亚有关各方发出了
一个“不平衡”的信号。 他表示，安理会中
的某些国家自去年3月开始以来就不断破
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机会，
试图在叙利亚强行推动“政权更迭”、支持
反对派上台、持续煽动国内冲突。

分析人士指出 ， 如果该草案获得通
过 ， 局势的发展就是在叙利亚强行实现
“政权更迭”。

立场截然不同
美英法等国一直公开宣称，叙政府已

经失去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西方国家支
持和推动这一草案，和当初其处理利比亚
问题手段如出一辙。 对此，丘尔金多次公
开强调， 在安理会处理叙利亚事务时，必
须从有关利比亚问题的决议草案所造成
的恶果中吸取教训。

在安理会表决前，俄罗斯对决议草案
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意见。 俄方认为，该决
议草案仍有两个重要地方需要修改：一是
为叙政府与反对派的谈判设定了条件；二
是相关措施只针对叙政府，没有同等地用
于反对派。 丘尔金4日在安理会说，国际社
会应避免在叙利亚内战中偏袒一方，打压
另一方。

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赖斯在进入
安理会会议厅前对记者说，俄罗斯的修改

建议“令人无法接受”。

表决时机不当
俄罗斯等国与美法英等西方国家的

主要分歧不仅表现在决议草案的内容上，
还体现在投票时间上。 俄罗斯和中国一直
非常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并在安理会
积极参加了有关决议草案的磋商工作。

俄罗斯曾要求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
代表到莫斯科进行和谈，并将在下周派外

长拉夫罗夫等高级官员访问叙利亚 。 但
是 ，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叙利亚局势 “非常
紧急”、“时不我待”为由，对俄罗斯等国的
合理关切置之不理，迫使安理会当天就进
行表决。

正如李保东在安理会表决后的解释
性发言中所说，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
况下强行推动表决，这无助于维护安理会
的团结和权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据新华社联合国2月4日电）

中俄再次否决叙问题决议草案
中方： 片面施压无助于问题解决
叙多地警局遭袭， 12名警员丧生

安理会涉叙决议草案
为何再次被否决

2 月 4
日， 在叙利
亚首都大马
士革北部地
区， 叙利亚
反对派武装
“叙利亚自
由军” 的支
持者在一场
示威抗议活
动中呼喊口
号。

新华社发

拒绝为军事干预
叙利亚埋伏笔

要闻 今日视点●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配）4日
就是立春了，但此时往往春寒料峭，时冷时热，是慢性
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患者突发消化道出血的季节。记者
近日从长沙市传染病医院获悉，近期，该院收治的上
消化道出血患者有增多趋势， 专家特别提醒肝病患
者，尤其是肝硬化患者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提示科
学治疗和保养，家属应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

该院感染科四病室主治医师李金强介绍，上消化
道出血是肝硬化病人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往往来势凶
猛，大量出血可在瞬间危及生命。 肝硬化病人由于免
疫力低下，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细菌随唾液进入消化
道引起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也是出血的诱因。 专家介
绍，患者在出血前多有腹痛、上腹不适等消化道紊乱
症状，对老人而言，轻微腹部不适、消化道症状，都不
要轻易放过。

专家提醒，消化道出血发病往往突然，患者和家属
切不可惊慌，如果大量出血又未能及时送到医院，应立
即安慰病人静卧，头要偏向一侧，以免血液吸入气管引
起窒息。 取头低脚高位，可在脚部垫枕头，与床面成30
度角，这样有利于下肢血液回流至心脏，保证大脑的供
血。 病人的呕吐物或粪便要暂时保留， 粗略估计其总
量，并留取部分标本待就医时化验。 吐血时，最好让病
人漱口，并用冷水袋冷敷心窝处。 专家强调，春季复查
肝功能要比平常勤一点，最好3至4周就复查一次。必要
时应进行内镜诊断，预防消化道出血的发生。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农历正月十三， 吉首市马颈坳镇镇
政府阔大的坪场上， 当夜色从四周的高
山上，严严实实地合围而来的时候，随着
一位苗族长者的宣布， 锣钹声和鞭炮声
陡然间响起，于是，十数个围成圆圈并用
火筒夹高高举起的钢花筒，同时被点燃，
一瞬之间，“钢花”伴着“哧、哧、哧”的声
响在空中四溅，绽放成美丽的花朵。

一群赤裸着上身的苗家汉子，舞着5
条彩龙，上下翻滚、左右腾挪，追逐着朵
朵艳丽的“钢花”， 举着钢花筒的苗家汉
子，在躲避着龙的同时，也尽最大努力地
将“钢花”喷向龙头和龙身。 百十位舞龙
者，口中发出“噢、噢、噢”的吼声，现场气
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

吉首市马颈坳镇苗族 “烧龙 ”，就这
样惊心动魄地开始了。

“烧龙”是热烈真诚的祈福
在“钢花”的映照下，天空红了，舞龙

的苗家汉子们也全身通红。 舞龙者在“钢
花”中穿梭奔跑，并玩着各式各样的花样。

每年正月， 武陵山区， 依然天寒地
冻。

“赤膊上阵的舞龙者， 真的就不冷
吗？ ”记者问道。

“不冷，真的一点都不晓得冷。 ”30多
岁的苗家汉子杨胜祥回答到， 并解开了
记者的疑问。 “每人二两‘包谷烧’喝下
去，提神、壮气，更有‘烧龙’火龙，祈盼福
满人间的信念在心中，冷就不觉得了。 ”

“烧龙 ”，就是烧死 “火龙 ”，烧掉邪
气、晦气，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福满
苗疆。 “这一习俗， 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了。 ”马颈坳镇溪马社区56岁的主任杨昌
贵在现场告诉记者。

传说在清朝早年， 一条火龙来到苗
族聚居的马颈坳地区， 祸害苗胞———口
喷火焰，使土地干裂，禾苗枯死，农民无
可奈何。 一对年轻苗族夫妇，率领众人凿
山开洞引水。 历经数年，洞成水通，田野
一片青绿，丰收在望。 可此时火龙又来作
恶，口吐火焰，不仅烧干了水源，也烧死
了这对年轻苗族夫妇。

噩耗传开，苗疆哀鸿遍野。
苗族夫妇的独子名张共， 为报父母

之仇，在父老乡亲的帮助下，前往峨眉山
随仙学法。 3年后学成归来，用“神火”对

付火龙，与其苦战3天3夜。 火龙终被“神
火”烧死在洞中，张共也因力竭而亡。 从
此，苗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苗胞们为
纪念张共烧死火龙，也庆祝丰收，便于每
年元宵之夜举行“烧龙”仪式。 年复一年，
便成风俗。

更让杨昌贵主任自豪的是：“马颈坳
镇近年来，大搞林果开发，我们老百姓手
头有钱了，原来只是正月十五才搞的‘烧
龙’，现在从十三开始连搞3天。 ”

“烧龙”是勇敢者的浪漫
锣钹之声越急，鞭炮之声越响，舞龙

者玩得越起劲。 有的不时在“钢花”中停顿
下来，任“钢花”在自己背上如水银般飞泻
而下，这是怎样的一种阳刚与潇洒！

围观者中， 穿红衣服的媳妇抱着儿
子，指着一位胖汉，用甜甜的声音自豪地
说：“儿子看到了吗？ 那个跑得最快的就是
你爹。 ”旁边一位穿绿衣服的媳妇背着小
女，不甘示弱地指着一位瘦子道：“女子看
到了吗？ 那个跳得最高的就是你爸。 ”

更有三五个年轻女子， 一同站在高
处，各自用尽心神，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男
友，品味着浓浓的爱情。 某位男友对着这
边做了一个鬼脸， 就会招来姐妹们对他
评头品足一番，并发出阵阵笑声。

随着锣钹之声和“钢花”的引领，5条
龙一同向镇里的古街道上舞去。 街道建在
山坡上，或高或低，或宽或窄，更展示了舞
龙者的本事。 街道两边的每家每户，都在
门外摆一张桌子，烧上香、纸和蜡烛，放上
烟、酒和糖果，迎接舞龙的到来。 围观者紧
紧相随，把整个街道填得满满的。

至深夜，舞龙玩遍了所有的街道，将吉
祥如意的祝福，送到了家家户户。龙在烈焰
中涅槃，苗家汉子的血性在烈焰里升华。

火龙在“钢花” 舞过之后，也只剩下骨
架了，并于第二天早晨化身入溪，回归大
海，苗疆也吉祥平安了，百姓们的精力也就
主要用于春耕生产了，当地群众称为“化
龙”和“龙归海”，“烧龙” 仪式便告结束。

马颈坳镇镇长黄俊彪告诉记者，马
颈坳镇与保靖、古丈两县相邻，原是一个
苗族聚居区。 现在，土家族和汉族也多了
起来， 相互之间非常和谐， 所以在苗族
“烧龙”活动中，也有了很多土家族和汉
族汉子的身影。 “烧龙”这一原生态的文
化活动，也逐渐由祛灾、祈福，向休闲娱
乐转型, 是苗族与土家族、汉族相互友好
的纽带和精诚团结的象征。

“钢花”绽放的祝福
———吉首市马颈坳镇苗族“烧龙”速写

春寒料峭勤护肝
肝病患者谨防消化道出血

2月5日上午， 湖南一师二附小三年级的学生、 家长代表来到平江县伍市镇塘沙村幼儿园，
向4位贫困孤儿捐赠了图书、 衣物和3000元助学金。 两地孩子们在老师的组织下还进行了 “庆
元宵” 联欢。 陈广文 罗光辉 摄

1.坚韧执着、 包容开放、 求是
创新、 担当勇为 （省直机关 魏委）

2.睿智图强、 勇于担当、 勤劳
坚韧、 包容开放 （南岳 周精华）

3.心怀天下、奋进拼搏、艰苦卓
绝、颇缺柔活（湖南师大 颜新宇）

4.忠贞敢当、 大爱无疆 （省军
区 李兰田）

5.爱国 、 尚德 、 担当 、 创新 、
诚信 （省新闻出版局 朱建纲）

6.勤勉务实、 刚毅坚韧、 开放
包容、 敢为人先 （美国辛辛那提大
学 曾伟）

7.豪放 、 知性 、 坦诚 、 务实
（湖南华冠 胡小虎）

8.爱国 、 智诚 、 担当 、 图新

（省政协 谭仲池）
9、 和谐友爱 、 诚信守法 、 求

实创新、 奋勇当先 （湖南农业大学
甘俊伟）

10.爱国爱家、 担当担责、 勤学
勤思 、 踏实务实 （岳阳军分区 常
建国）

11.霸得蛮 、 耐得烦 、 吃得苦
（南岳 彭兴文）

12.包容团结、 忠勇果敢、 开放
务实、 创新争先 （岳阳 张斌）

13.淳朴重义、 勇敢尚武、 经世
致用、 自强不息 （怀化 李延）

14.负重奋进、 顽强拼搏、 勇于
争先 （靖州 满家文）

15.敢于挑战、 敢于承担、 甘于

奉献 （靖州 贾同林）
16、 爱国图存、 自强不息、 敢

为天下先 （洞口 肖海波）
17.和谐奋进、 创新务实、 努力

拼搏 （常德 燕正军）
18.敢为人先、 勇于开拓、 爱憎

分明、 服务人民 （安化 黄南昌）
19.锲而不舍、 厚德载物、 敢为

人先、 与时俱进 （郴州 王毅）
20.开放包容 、务实创新 （郴州

曹伟林）
21.团结进取、 爱国爱民、 勤劳

勇敢、 诚信和谐 （宁远 郑桐寨）
22.坚韧勤奋、 尚德自强 （南岳

谭国锡）
23.经世致用、 自强不息 （靖州

唐才光）
24.求真务实、 经世致用、 勤劳

勇敢、 自强不息 （靖州 黄乐霞）
25.先忧后乐、 团结求索 （郴州

皮新庚）
26.务实求真、 文明诚信、 开放

包容 、 拼搏创新 （福建漳州 戴福
发）

27.厚德 、 尚学 、 包容 、 和谐
（长沙 黄瑞平）

28.崇德重义、 和谐包容、 务实
进取、 开放创新 （长沙 熊建武）

29.心怀全局、 傲视群雄、 不屈
不挠、 甘于奉献 （望城 毛正标）

30.淳朴忠孝、 爱国革新、 经世
致用、 与时俱进 （长沙 侯佳林）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表述语选登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