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为4月14日拍摄的遭受袭击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新华社发

“精准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宣布，已下令美军
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政府军事设施进行“精
准打击”，以作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
学武器袭击”的回应。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在当天晚
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此次美军对叙打击目
标包括3处设施，分别涉及“叙政府化武研发、储存
设施以及指挥中心”。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当晚表
示，美军当天对叙的军事行动是“一次性”打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
道，美英法对叙军事打击发生在叙利亚时间14
日凌晨3时42分至5时10分之间。

俄罗斯军方声明说：“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叙
利亚境内军用和民用设施为目标，从海面和空中
发射超过100枚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其中，“相
当数量”导弹遭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包括12枚
瞄准大马士革东郊杜迈尔空军基地的巡航导弹。

震慑对手

叙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7日据称
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随后一周内，美国总
统特朗普多次表态要让叙利亚政府“付出巨大
的代价”，还表示这次打击要比以往的打击严厉
得多，令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前景感到更加忧虑。

从14日各方表态来看，美英法此次主要以
导弹袭击为手段，对叙军事设施实施精准打击，
攻击范围有限。 可见此次军事行动并不以改变
叙利亚局势为目标，而是以震慑、警告为主。

在“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尚未查明的情况下，
美方毫不犹豫地威胁动武， 同时联合英法等国，
大范围调动军事力量。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有意
制造声势，表现出强势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姿态。

美国此次震慑的目标也十分明确。13日晚，
特朗普在宣布发动袭击的讲话中， 点名批评俄
罗斯和伊朗，要求停止支持叙利亚政府。

袭击来势汹汹， 却难掩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在
叙利亚遭遇的败局。叙利亚政府军近来捷报频传，
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 相继收复了全
国多个战略重镇，恢复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建认为，
反对派内部不断分化，弱化，其外部支持力度也
在减弱，而叙政府走出了最初的困境之后，已经
重新站稳脚跟，而且变得越来越主动，同时叙总
统巴沙尔下台的可能越来越小。

� � � �特朗普上台以后，施行“美国优先”外交
政策，强调减轻美国海外行动负担，降低风
险。他主张从中东乱局中脱身，还公开表示
要从叙利亚撤军。

特朗普这番态度令中东盟友忧心忡
忡。而依靠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本来
在战场上就处于劣势， 美方态度不明更让
他们感到失望，士气低迷。

此时， 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举袭击叙利亚
军事设施， 无疑给节节败退的反政府武装提
振信心和争取喘息的机会。 美方也希望借助
此次军事行动， 明确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
立场，安抚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友。

近年来， 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地区，
加上伊朗地区影响力显著提升，令美国的
中东地区盟友感到压力并游说美国增加
对中东地区的投入。 为应对共同挑战，沙
特和以色列两国一贯不睦的关系也出现
缓和迹象。

据路透社报道， 沙特阿拉伯已表态支

持美英法对叙打击，沙特官员称之为“勇敢
的决定”。4月10日，叙利亚中部霍姆斯附近
一个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 造成包括伊朗
军人在内的14人死亡。 叙利亚称这是以色
列发动的袭击。

在关于此次军事打击的讲话中， 特朗
普也表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
及等地区盟友正在加强合作， 共同防止伊
朗从地区乱局中“获利”。

分析认为， 此次对叙实施精准打击虽
不足以扭转叙利亚战局， 但也表现出中东
地区博弈形势有所加剧。 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专家陈宇认为，随着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这一“共同敌人”的败退，俄美等国
在中东的矛盾可能激化。

他认为， 叙利亚国内各势力盘根错
节， 牵涉的国际力量包括俄罗斯、 美国、
土耳其、 伊朗、 沙特、 以色列、 约旦等，
现阶段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正在进入
“深水区”。

美俄博弈加剧

此次行动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 美国
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更趋恶化。

特朗普在13日晚的讲话中指责俄罗斯须对
叙出现“化武袭击”负责。俄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
东诺夫则指出，美英法是在“演出事先设计好的剧
情”，三国将为对叙实施军事打击“承担后果”。

在美英法对叙发动打击前夕， 俄罗斯总统
普京13日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强调，在
东古塔地区发生疑似化武袭击问题上， 应继续
展开细致和客观的调查。在调查结束前，有关各
方应避免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

分析人士指出，无视国际社会反对，美英法单
方面发起军事行动，无疑将重创与俄关系，美俄对
抗加剧或将不可避免。此外，美英法的做法也对中
东局势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负面冲击。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此
次打击之后， 美俄在叙利亚以及在中东的博弈
将更加激烈。美国军事卷入会到什么程度，还有
待观察，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下一步会不会
出动地面部队。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弘
表示，此事将使俄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此举
试图降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

他同时认为， 俄罗斯和美国直接军事对抗
的可能性很低。对于美英法此次行动，俄罗斯会
反击，但选项并不多，更有可能采取“声东击西”
或利用“代理人”的方式向美国等施压。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执意对叙打击，
美意欲何为

肖丽娟

美国悍然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
击，英法紧随其后！一时间，叙上空硝烟
弥漫。西方霸道的军事干涉，再次让苦
难的民众坠入深渊，叙危机也变得更加
难解。

所谓的化武袭击事件，真相扑朔迷
离，各方各执一词。在事实尚未清楚、证
据严重缺乏、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的
情况下，美国就对叙大打出手，何其霸
道与任性，宣称的人道主义危机理由何
其苍白无力。

美国执意要给叙局势火上浇油，背
后透露的是其极端自私自利。只要认为
对自己有利，国家主权、国际准则、人权
人道，都可以不管不顾。

通过对叙军事打击， 可以间接打压
俄罗斯。 自2014年伊斯兰国在中东迅速
壮大以来， 俄罗斯以反恐为由高调介入
叙局势，对中东事务的影响与日俱增。前
不久，在俄罗斯主导下，俄罗斯、伊朗和
土耳其三国举行首脑会谈， 就叙局势达
成一致，并制订一些限制美国的措施。

相反，美国深陷中东乱局泥潭，无论
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 都想抽身中东。但
是，作为北约东扩的必经之地，美国不会
放弃中东这一战略重地。事实上，随着俄
在中东势力大增和美主导力削弱，美国忧
心忡忡，想方设法联合盟友打压俄罗斯。

当前，叙政府稳住了阵脚并强势反
攻，尤其在俄罗斯和伊朗帮助下，恢复
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叙反政府武装
在大马士革周边最后的据点东古塔地
区被收复， 美国在中东势力将更加削
弱， 不满美国的中东他国也将伺机而
动。美国通过对叙利亚“秀拳头”，借机
震慑中东国家，加强对叙战后局势和中
东政治版图的主导。

在利益驱使下，美国不惜武力干涉
中东事务， 酿就了中东之乱的苦酒，却
让无辜的中东百姓来品尝。其实，美国
也将自尝恶果，愈演愈烈的反美浪潮和
沉重的军费开支、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
境地，无疑给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主
义扇了响亮的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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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彭芳 张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春日和风温暖宜人，趁着暖阳，南县许多游
子回到家乡观赏美景。游玩之际，大家惊诧于家
乡这颗“洞庭明珠”的发展之快和变化之大，尤
其让他们惊喜的是家乡的文明新风。

“没想到家乡风气变化这么大，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他不办，大家普遍树立起了抵制大操大
办陋习的意识。”4月11日，家住南洲镇西河街的郑
女士为家乡展现的新风气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南县全面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
整治和“狠刹人情歪风”专项整治工作。通过广

播、宣传标语、文明新风宣讲队、村规民约、成立
红白理事会、 党员干部签名墙公开承诺等多种
方式，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县、乡纪检监察组织
成立27个明察暗访组， 严肃查处违规操办宴席
的问题，并及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现
在，从街道到村组、从干部到群众、从党员到组
员，人人懂政策、户户争先进。

3月7日， 乌嘴乡三新垸村组织委员龚丽云
的女儿出嫁。 身为母亲的她想给女儿举行一个
隆重、热闹的婚礼，但身为一名村干部、一名党
员，她牢记自已作出的承诺。几经思索，她决定
女儿的婚事不办，并三番五次与家人耐心沟通，

最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良辰吉日，不请外人，
三台婚车，一束鲜花，龚丽云就这样依依不舍送
女儿出嫁。

今年初以来， 该县已劝阻大操大办76起
80人，树立先进典型10多个，查处并通报曝光
6人。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易湘钰）“自强不息，守护沅水，
保护母亲河， 我们是沅水守卫者！”昨
天，由省环保厅、省文明办等主办的“绿
色卫士 君子之德” 保护母亲河公益行
动第三站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环保“绿色卫士”们齐聚沅水河
畔，共同发出“我爱沅水 保护母亲河”
的倡议。

沅水属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为湖
南省第二大河流。活动现场，自始至终
用共产党员的要求和责任捍卫“青山

绿水” 的泸溪县水利局副书记毛胜许，
创建绿色环保特色学校的泸溪思源实
验学校校长杨志祥， 挥洒热血青春、守
护绿水青山的泸溪县森林公安局森林
消防大队长田熙斌等，分享了保护绿水
青山的努力和梦想。

“绿色卫士 君子之德”保护母亲
河公益行动以蓝山县湘江源为起点，
相继在我省一湖四水相关市县开展环
保宣传活动，以“君子之德”的理念唤
起公众保护母亲河的环保意识与责任
担当。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何金燕）
昨天上午，湖南省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
育日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岳麓区白
马实验小学举行。此次活动以“国家安
全，人人有责”为主题，由省教育厅、省
国家安全厅主办。

活动现场播放了《愤怒的种子》
《心中的长城》等主题宣传片，同学们
用舞蹈、书法等表演，展现了新时代好
少年的精神风貌。 岳麓区教育局负责
人表示，在学校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宣传活动，有助于引导广大师生
认清国家安全形势、 增强危机忧患意
识、树立国家安全观念，提高思想站位，

营造维护国家安全和校园安全的良好
氛围。

在启动仪式之前， 岳麓区各中小
学已经以国家安全教育日为主题，开
展相关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国家安全教
育氛围。

4月15日，是我国第三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为进一步增强全省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
意识、反奸防谍意识，筑牢国家安全防
线， 我省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单位共
同举办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宣
传工作“进学校、进机关、进单位、进社
区”。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通讯员 刘勋惠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清明节期间， 安仁县金紫仙镇党委书记戴
玲俐主动放弃假日休息，佩戴“安全巡逻”袖章，
与同事们一道活跃在林山路口……这一镜头被
上传镇里的微信群后， 激发了全镇党员干部的
积极性，大家仿而效之，纷纷当起了义务“护林
防火员”“治安巡逻员”。

目睹此情此景， 退休老教师凌锡光感慨地

说：“小小微信群，工作真管用。”
该镇镇党委政府利用手机微信平台， 建立

了“金紫仙镇干部作风群”，并邀请所有村干部、
部分群众党员、人大代表入群，以有效地监督政
府工作，增强公职人员工作的透明度。

从上班签到到场所办公， 从下村进组到出差
开会，60余名镇干部每天的行踪，作风群几乎全程
“监控”。对只在“位”不在“岗”，或不作为、乱作为的
干部发现一件，曝光一件。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加

大“监控盲区”的管理，让怠政、懒政行为无处遁形。
微信群里“晒”作风，“晒”出了干部干事的

积极性，“晒”出了干部干事的主动性，也“晒”出
干部干事的责任心。近几个月来，该镇驻村干部
走访预脱贫对象75000多人次，帮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810余起。各窗口单位接待群众5300
多人，办理“流动人口管理证”、贫困学生学费减
免相关证件等2700多起，办结率100%，无一人
走回头路，无一起投诉。

微信群里“晒”作风———

政府的“监督哨” 干部的“曝光台”

“洞庭明珠”狠刹人情歪风———

人人懂政策 户户争先进

“绿色卫士”倡议保护母亲河沅水

�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记者 苏莉）
湖南籍海归达10万人， 海归人才已成
为湖南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 记者今
天从湖南海归协会获悉，2018湖南十
大杰出青年海归人物提名征集正式启
动， 五类海归精英可自荐或他荐参与
评选。

湖南海归协会介绍， 此次评选旨
在塑造海归青年标杆， 激励广大海外
归国人员扎实工作、服务社会。评选将
参评对象聚焦五类海归候选人。一是为
社会经济建设或者某专注行业发展作
出了较大贡献的海外归国人员，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二是自强不息、 艰苦创
业、甘于奉献、具有不断超越的创业激
情，积极创办、领办企业或经济实体成
绩突出；三是所领导的企业、行业带动

力强，财税贡献大，企业规模及效益在
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产品的品牌
创造成果得到社会公认，在省市内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不仅为社
会创造财富，更以自身行为感动社会或
企业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富有
社会责任感，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声誉； 五是在公
益、风尚、创优、文艺、运动等行业领域
的精英海归。

此次评选活动由湖南省归国华侨
联合会指导，湖南海归协会主办。提名
征集面向社会进行，可毛遂自荐，也可
以举荐他人，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16日。
报名人须填写候选人推荐申报表格，并
录制一分钟自我介绍视频， 发送至邮
箱：1090900040@qq.com。

2018湖南十大杰出青年
海归人物提名征集启动

开福农民
新家园

4月11日， 长沙市开福区
福鑫苑农民安置房项目， 一幢幢
楼房拔地而起。 该项目是长沙
市、 开福区的重点民生工程，
目前， 二期建设主体全部完工，
正在进行配套设施收尾， 年内
将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在孩子心中播下国家安全的种子
全省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启动

天下微评美联手英法打叙 美俄博弈加剧
� � � �美英法三国14日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发
起此次袭击，既为震慑地区博弈对手，也为安抚中东盟友，但不足以改
变叙利亚及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发展趋势。

我外交部：

敦促各方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4日就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发动空
袭答问时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
武力，有关方面应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

华春莹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
用武力， 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
整。 任何绕开安理会采取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有
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法原
则和基本准则， 也将给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增添
新的复杂因素。

安抚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