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孟姣燕）
今天，位于浏阳市张坊镇的浏阳西溪磐石
大峡谷景区，绿波涌动，溪水叮咚。游客踏
青赏花，揽石听泉，在高山滑草，品农家美
食。自驾来此的长沙游客刘女士感叹：“这
里景美又安全，是户外运动、享受春光的
好去处。”该景区自3月1日复工以来，客
流逐步回暖，周末达到500至600人。

记者今天从我省旅游机构获悉，对于马

上到来的清明节小长假，周边自驾游和小包
团游成为湖南人的出游首选。湖南省中青旅
国际旅行社推出的安化云台山、常德桃花
源、岳阳张谷英村等两日精品小团游预订火
爆。该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行程包含门票、住
宿、餐饮套餐，游客可选择自驾和小团队两
种方式出游。如云台山可享登山、采茶、住特
色民宿，半自助的方式既安全又自由。”湖南
星坐标国际旅行社推出的梅山溪谷两日游、

浏阳红色浣溪一日游、醴陵枫溪农庄采摘一
日游、平江乡村文化惠农一日游等受到游客
欢迎。

今天，携程旅游发布湖南2020清明
节旅游复兴人气报告显示，湖南跟团、自
由行、自驾游、景区门票、租车等业务人
气提升。4月的预订人数预计环比3月增
长超100%，预订集中在清明节和4月周
末 。近 一 周 湖 南 门 票 销 量 环 比 增 长

132%，长沙、张家界、岳阳、常德、衡阳景
区门票销量高。

“近期周边出游价格将位于近 10年
来的一个历史低点。为刺激消费者疫后出
行，大量景区、酒店和其他旅游企业推出
特价，4月和五一假期出游是抄底的最佳
时机。”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张家界
3日2晚跟团游6人精致小团，仅售888元
起，入住五星级酒店。

周边游人气旺
4月湖南景区预订量环比增长超100%，为价格抄底最佳时机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孟姣燕）
省文化和旅游厅 3 月 31 日印发《关于加
强旅游客运中旅游包车安全监管工作的
意见》，要求落实旅行社相关责任，租用
旅游客运车辆必须与旅游运输公司书面

签订旅游包车合同，加强旅行社组团、租
车、带团管理。

意见指出，旅行社组织旅游必须与游
客书面签订旅游合同，租用旅游客运车辆
必须与旅游运输公司书面签订旅游包车合

同，旅行社要确保上述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签订旅游包车合同前，要对旅游运输公司
合法有效营运资质进行审核，对经营和安
全管理状况及安全保障能力进行评估。要
实行统一租车管理，明确专门机构和专人

负责，以书面方式向旅游运输公司指定的
车辆调度人员调用团队用车，杜绝驾驶员、
导游私自调车。落实游客实名制登记工作，
做到游客与导游总人数不得超过车辆核定
乘员数。

意见强调，旅行社违规租用不符合要
求的旅游车辆，不与旅游者、旅游运输企业
签订旅游合同等情形都属于违规行为，将
按照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从重处罚。

旅行社组团必须签订旅游包车合同
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意见加强旅行社组团、租车、带团管理

市民足不出户祭英烈“绝对忠诚”传承后人

道县：“树湘精神”平台上线

战“疫”呼唤和平
新华社记者 王健 王建刚

在一些战火纷飞的国家和地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格外严峻。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团结不要对抗，
是长久以来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更
成为疫情下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3
日向世界各地所有交战方发出“停
止军事冲突，集中精力抗击疫情”的
呼吁。不久，包括也门、伊拉克、苏丹
达尔富尔、喀麦隆在内的多个国家
和地区宣布临时停火。一时间，抗击
病毒、呵护生命的意愿，似乎慢慢吹
散中东和非洲战场上的阴霾。

疫情的无情，让人们更深刻地认
识到了生命的可贵。肆虐全球的疫情，
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命运是
如此紧密相连，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是
如此模糊。在疫情带来的共同挑战面
前，任何冲突和纷争都显得微不足道。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正
在无情地侵袭所有群体，并不分国籍、
民族、派别、信仰。正如古特雷斯所说，
最脆弱的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
边缘化群体、流离失所者——付出了
最沉重的代价。而在饱受战争蹂躏的
国家，卫生系统已经崩溃。疫情的暴
发，更加证明了战争的危害。

谁说中东的乱局无解？当疫情威
胁每一条生命之时，即便是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这对几十年的生死冤家也能
放下武器，戴上口罩，转向携手抗疫的
新战场。往日炮火不断的加沙地带出
现少有的宁静，巴以相关部门每天互
相通报疫情动态，以方还向巴方提供
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医务人员培训。这
也说明，没有不可缓和的冲突，没有非
打不可的战争，和平并非遥不可期。

巴以携手抗疫的努力，受到了国
际社会的欢迎，也引起人们深思：既
然疫情能让战火暂时停歇，为什么不
让抗疫成为实现持久和平的新开端？
既然今天能够为抗击疫情搁置争端，
为什么明天不进一步用沟通化解矛
盾、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协商解决纷
争，只为更好地珍惜生命、呵护生命？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战方
加入停火行列，交战各方能尽快将
表态落实到行动，刀枪入库，马放南
山，共同面对病毒这一真正的敌人。
衷心希望，疫情下的战火初歇不是
一时之举，更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深
深扎下持久和平之根。衷心希望，等
到疫情结束，交战各方已经习惯了
和平与合作，能够更好地守护安宁、
呵护生命。（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美抛出对委“解除制裁”
方案恐难如愿

美国国务院定于 3月 31日公开一份方案，以逐步解除对
委内瑞拉经济制裁为诱饵，寻求组建由委内瑞拉执政党成员
和反对派人士共同参与的过渡政府。

路透社报道，这将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首次发
布解除对委制裁方案。方案以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为目的，
因而难获委方支持。

方案呼吁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辞职；由委内瑞
拉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即议会“选出一个受各政治派
别认可的过渡政府”；由议会监督2020年底举行的总统选举。

这份方案向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喊话，一旦他们放弃在委
政府的职务，美方会解除对他们个人的制裁。接下来，一旦马
杜罗辞去总统职务、所有外国军事力量撤出委内瑞拉，美方可
能解除对委内瑞拉石油领域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制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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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变本加厉

3月31日，美国国务院公开一份框架
方案，以逐步解除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
裁为诱饵，寻求在该国组建“过渡政府”。
此前，美国司法部于 3月 26日宣布以涉
嫌“毒品恐怖主义”起诉委总统马杜罗
及政府高官。

备受美国制裁与打压的不止委内
瑞拉，伊朗、叙利亚、古巴、尼加拉瓜、
俄罗斯等国也面临类似境况。

尽管美国宣布对输往伊朗的医疗
物资给予豁免，但同时不断升级制裁
措施，单是3月以来就已数次扩大受
制裁实体名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
多次声称，美方将通过切断伊朗获取
资金的方式，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
地。

对叙利亚，美国 10 年来不断
追加对叙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
裁，为其推翻叙政府的目标服务。
就在不久前的 3 月 17 日，美国国
务院又以“制造暴力和人道主义
危机”为由，宣布制裁叙利亚国
防部长。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这
些国家面临疫情威胁之际还要
加大制裁力度，意在以制裁和
疫情的双重压力迫使这些国
家就范，达成美国的政治目
的。

加剧人道危机

在受到美国制裁的国
家中，伊朗疫情最为严重。
美国的长期制裁本就让伊
朗经济社会发展受限、应
对危机能力不足，疫情暴
发以来美国还不断加大
制裁力度，更导致伊朗
难以及时获得抗疫需要
的医疗物资。

伊朗学生日前在
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联名信中写道，美国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并对伊朗卫生和经济
系统实施制裁，这些
“非人道政策”阻碍

了新冠肺炎患者获
取 所 需 药 物 的 途
径。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针对伊朗的制裁
影响人们获得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包括
医务工作者需要的呼吸机和防护设备。

虽然美国政府多次表示涉人道主义物
资不在制裁清单上，但《华盛顿邮报》3 月
30 日刊文指出，美国财政部批准伊朗进口
食品和药品的渠道程序非常繁琐。

除伊朗外，其他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在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也面临困难。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日前发表声
明指出，制裁“阻碍古巴、朝鲜、委内瑞拉和津
巴布韦医务人员的努力”，进口医疗材料的障
碍将“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长期伤害”。

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前外贸和国际投
资部长赫苏斯·法里亚说，在委内瑞拉举国
抗疫期间，美国仍对委加紧经济制裁和封
锁，导致委无法从国际上采购药品和抗疫
物资，对委卫生系统造成极大损害。此外，
委内瑞拉此前申请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快速融资工具获得 50 亿美元贷款以应对
疫情，但在美国的阻挠下也困难重重。“这
是对委人民生存和健康权利的彻底侵犯。”

妨碍全球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协
作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但美国的单边
制裁正在妨碍全球合作抗疫的努力。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刊文指
出，经济制裁不仅会伤害受制裁国家的人
民，还会增加这些国家成为地区性疫情震
中的风险，导致周边邻国为阻止疫情扩散
所采取的努力付诸东流。

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学院高级教授法
比奥·费尔南德斯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期间，美国政府所做的不是在全球范围内
同病毒作战，而是自私自利，无视全球面临
的严峻挑战。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副教
授基拉·萨佐诺娃指出，目前全球疫情形势
紧急，各国都面临医疗、经济等各种问题。
制裁严重阻碍国与国之间的协作，给应对
疫情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6日在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
别峰会时，呼吁“放弃可能削弱各国应对疫
情能力的制裁”。

巴切莱特在声明中强调，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单独战胜新冠病毒，国际社会必须
表现出“团结、合作和关怀”。“在全球疫情
大流行的背景下，阻碍哪一个国家的医疗
努力，都会增加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图为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名女子用毛
巾遮住口鼻自我保护。

新华时评

4月1日，市民通过手机H5专页祭祀英烈陈树湘。 何红福 摄

白宫劝听话
特朗普预警生死大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3月 31日敦促美国人遵守政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指令，警告民众将面对艰难两周。白宫冠状
病毒应对工作组估算，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终可能在10
万到24万之间。

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美国人准备好即将
来临的艰难日子”，“这将是我们国家最为艰难的两到三星期，
我们会失去数以千计的国民”。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演示数
据模型图表，估算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在几个月内将
猛增，可能达到 10 万到 24 万人。她预测，美国死亡增长峰值
将在两个星期内出现。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宣布延长保持社交距离指导方针至4月
30日，建议美国人停止大规模集会、在家办公、暂停在校教学等。

这也是特朗普的转变。他3月24日说，希望看到美国人在4月
12日复活节时复工、美国经济得以“重启”。（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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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 月 1 日讯 (记者
蒋茜 通讯员 熊振宇)清明将至，
为了减少人员聚集，道县搭建“树
湘精神”平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祭奠英烈陈树湘，传承革命
精神。

从 4 月 1 日到 4 日，在微信小程
序上，网友只要搜索“树湘精神”，就
可以找到相应的小程序。点击小程
序里的“点亮树湘精神”功能按钮，
就能为自己所在省份点亮一颗“参
与新星”。随后点击树湘精神传递按
钮，还可由后台生成与网友自己相
关的关键词。小程序上还特别设置
了微视频征集活动，参与者上传相
关 作 品 ，作 品 点 赞 在 全 国 排 名 前
1000 名，都有机会获得陈树湘烈士
纪念馆的定制礼品，前3名还有定制
数码产品大奖。

“刻记着民族魂，融进中华的沃
土，滋养前进的后来人。那洞见肺腑
的襟怀，召唤着我们追寻人世间的
大道无垠……”在平台上，道县还发
布了原创歌曲《忠诚颂》，通过这首
颂歌，实现时代心灵碰撞，完成与树
湘精神的隔空对话。

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园负责人
表示，通过这些新型祭奠方式，让祭
奠英烈变得人人都可参与，处处都
能互动，足不出户就能让“绝对忠
诚”的树湘精神传播给更多人。

据悉，今年 3 月，湖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公布“锦绣潇湘”湖南旅游
精品线路，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园
入选“锦绣潇湘”湖南旅游精品红
色文化线路“不忘初心·重走长征
路(湘赣边-长征国家公园湖南段-
湘鄂西)”。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蒋仁义 李进科

临武县汾市镇南福村老党员陈救
国，40 多年如一日守护十八岿烈士墓，
令人感动。

4 月 1 日，记者驱车来到临武县汾
市镇南福村十八岿烈士园林，只见翠柏
坚韧挺拔，松枝傲骨峥嵘，给人庄严肃
穆之感。

园林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修剪树
木枝条，随行的镇干部介绍，他就是陈救国。

今年65岁的陈救国，是一名有着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1978年起，他坚持
为十八岿烈士墓上坟、除草……

“1949 年 11 月，在解放临武县东区
小湾村战斗中，10名吉林籍解放军战士
壮烈牺牲。他们中最大的28岁，最小的才
18岁……乡亲们把10位烈士安葬在十八
岿山上。”陈救国含着眼泪讲述当年发生在
小湾村的那场激烈战斗。

1976年，陈救国担任南福村团支部书
记、民兵营长，他经常带领共青团员、青年
民兵到十八岿烈士墓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祭奠英烈。因工作出色，南福村团支部曾被
评为“全国优秀村团支部”，陈救国应邀到
北京参加共青团表彰大会。

1978 年，南福村实行家庭生产承包
责任制，乡亲们争着承包水田。而陈救国
却找到生产队长，强烈要求承包烈士墓

旁的6亩旱地，为啥？
“这样我好一边劳作，一边守护十八岿

烈士墓。”陈救国说，“当年，为了解放劳苦大
众，10位战士远离亲人，牺牲在异域他乡。
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守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年，陈救国每次去地里干活，
只要看见烈士墓长了杂草，他就会跑去
拔掉。

一次，一位老乡在烈士墓前烧土灰，
陈救国知晓后立马赶去制止。当晚，村里
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把烈
士墓周边10米范围不准烧土灰作为“铁
律”，写进村规民约。乡亲们纷纷加入护
卫烈士墓行列。

1979 年，为更好地保护十八岿烈士
墓，临武县民政局拨专款建设围墙、大门
等。陈救国带领乡亲们在大门两侧栽下
柏树，在园内种下松树，寓意“烈士英灵
像松柏一样长青”。

不仅如此，陈救国还在自家旱地种
上桂花、香樟、红豆杉，让烈士长眠在郁
郁葱葱、鸟语花香里。

几年前，一位老板想用 10万元买下
陈救国的这片林地，被陈救国一口回绝，

“给再多的钱，这林地也不卖！”
2013 年，临武县把十八岿烈士园林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往观瞻、祭奠
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相关部门筹资 23
万元修建了一条水泥路。

从此，陈救国又多了一份职责——
担任义务宣讲员，让十八岿烈士的英
雄事迹世世代代传下去。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确诊病例已突破80万例。然而就在全球吹响集结号共同战
“疫”的当下，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却频频升级制裁大棒，接连给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穿小鞋”。国
际舆论认为，美国上述行为是对这些国家的落井下石，不仅有悖国际公义，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人道危
机，也给全球协作抗疫的努力带来障碍。

下图为3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
州阿灵顿，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内旅客
稀少。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时事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