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
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
光明的。”这是萧楚女烈士
的人生观。他的一生，就像
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
光明磊落燃尽了自己，点
燃了大片革命的火种。

萧楚女，1893年出生
于湖北汉阳， 原名树烈，
学名楚汝，中国共产党早
期著名理论家、教育家和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11年武昌起义
时， 萧楚女投军参加了
阳夏保卫战。 辛亥革命
后， 他进入武昌实业学
校学习，毕业后在《大汉
报》和《崇德报》任编辑，经常用“楚女”笔名发表文章，从此开
始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阵地上，宣传马列主
义和救国救民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

萧楚女先后在湖北、安徽、四川、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
命工作。1920年初， 他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
社”，开始走上有组织的斗争道路。1923年6月，在重庆担任
《新蜀报》主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社论。同时，他经常给《向
导》《中国青年》撰稿。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
土酋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
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8月萧楚女任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领导重庆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四川的革命斗争，10月组织四川平民学
社，出版刊物《爝光》。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门
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
的攻击和污蔑。他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926年1月后， 萧楚女到广州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干事兼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等职。
1927年4月， 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月22日被
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据新华社武汉5月1日电）

萧楚女：
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

萧楚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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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公布中美贸易磋商代表团名单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30日电 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3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美
国2017年对华出口在下降两年后开始强劲
增长， 为美国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

报告显示，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
第三大货物和服务出口目的地。 2008年
至2017年， 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增长了
86%， 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货物出口增速仅为21%。 2007年至
2016年， 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增长超过3
倍， 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服务出口仅增长50%。

报告显示， 美国对华出口贸易惠及
各州。 2008年至2017年， 美国有49个
州对华货物出口明显增长， 其中有17个
州增速达三位数。 2007年至2016年， 美

国各州对华服务出口均呈三位数增长，
有31个州增速超过3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当
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对华出口仍继
续为美国经济增长作贡献。 他说， 希望
美国政府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
来解决中美经贸摩擦， 也希望双方开展
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 从而形成有商业

价值、 可评估的对话成果。
当天， 白宫公布了将于近期前往中

国就两国贸易关系展开磋商的美国官方
代表团成员名单。 代表团成员之一、 美
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 代表团计划与中方讨论知识
产权、 合资企业等问题， 他对此次贸易
磋商持“谨慎乐观” 态度。

美对华出口为其创造百万就业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周倜）
2018赛季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
首场比赛今晚打响，天津权健在主场迎
战江苏苏宁。 常规时间双方2比2战平，
通过点球大战，最终江苏苏宁总比分10
比9淘汰对方，晋级足协杯8强。

这是两支球队时隔半个月后再次交
战。 上一场交锋于4月13日中超联赛第六
轮比赛，当时苏宁客场1比1战平权健。

本赛季， 天津权健作为亚冠新军，
在亚冠赛场上表现出色， 以4胜1平1负
小组第二的成绩提前出线。但权健在中
超联赛表现却非常糟糕，目前仅排在积
分榜第13名，这对于上赛季联赛季军而
言，着实尴尬。

此役的胜者将晋级足协杯8强，因
此双方都不容有失。 上半场双方僵持，
互交白卷。易边再战，苏宁首先占据主

动。第54分钟，特谢拉借助拉米雷斯助
攻直接推射远角得手， 苏宁先下一城。
乘胜追击的苏宁在第68分钟再次改写
比分， 拉米雷斯突入禁区制造点球，特
谢拉操刀主罚轻松命中。

天津权健在“最后关头”迎来“戏剧
性时刻”。第90分钟，糜昊伦轰出一记世
界波，权健扳回一球，随后补时阶段维特
塞尔倒钩又进一球，“保住颜面” 的权健
将比赛带入点球大战。 但权健没能延续
之前的“幸运”，莫德斯特与储今朝的丢
球让权健在点球大战中7比8告负， 最
终总比分9比10输给苏宁， 苦战过后的
江苏苏宁拿到足协杯首个8强名额。

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首战打响：

苏宁点球大战淘汰权健

� � � �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周倜）足
球数据网“footballdatabase”今天更新了
最新一期世界俱乐部排名。 在本期排名
中，皇马重回世界第1，恒大排名世界第
113位、亚洲区第4位。

亚洲俱乐部方面， 拿到1645积分的
韩国冠军全北现代排名亚洲第1位， 沙
特劲旅阿尔阿赫利次之， 阿联酋豪门阿
尔艾因积排名第3。 广州恒大拿到1603
积分位居第4。

世界足球方面， 得到2051积分的皇
马高居榜首， 巴塞罗那、 拜仁慕尼黑、
尤文图斯、 利物浦、 曼城、 巴黎圣日耳
曼、 托特纳姆热刺、 马德里竞技、 曼联
分列2至10位。

世界足球俱乐部最新排名出炉

恒大排名亚洲第4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日电 美国白
宫4月30日发布总统公告说，美国将延长
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
亚、巴西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限，
为相关谈判继续争取时间。其中，对加拿
大、 墨西哥和欧盟的豁免期限将暂时延
长至6月1日，继续展开30天的谈判。

美国将延长对欧盟等的
钢铝关税豁免期限

白洋淀美景
引游人

� � � �“五一”小长假期间，
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境内的
白洋淀景区风景秀丽、环
境宜人， 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欣赏游玩。

图为4月30日，游人乘
坐游船欣赏白洋淀的美景
（无人机拍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