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8.4.17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
人，生于1889年。1923年2
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
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
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武
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
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
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
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
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
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
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
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
英勇牺牲，时年34岁。

施洋简介

1904年夏，秋瑾冲破封建家
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积极
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创作
的《鹧鸪天》抒发了她立志为国
牺牲的心声——“祖国沉沦感不
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
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
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
鸣。”

1905年，秋瑾回国加入光复
会。同年7月再赴日本东京，加
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
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
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
1月她创办我国第一份妇女报刊
——《中国女报》，号召妇女为争
取解放而斗争。1907年2月回
浙江，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
与徐锡麟共筹在皖、浙两地发动
武装起义。

为有效组织武装起义的力
量，秋瑾整顿光复会组织，联络
会党势力，组织“光复军”。她

将光复会会员分成16级，还秘
密编制《光复军军制》，将光复
军全军分为8军，以“光复汉族，
大振国权”8字分别作为各军的
表记。

她与徐锡麟联系，制定了皖
浙起义计划，大通学堂成为当时
浙江革命的大本营。1907年7
月6日，安庆起义失败，7月13日
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不幸被
捕。她坚贞不屈，怅恨自己壮志
未酬，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
的绝命诗，7月15日从容就义于
绍兴轩亭口。

辛亥革命后，在她就义处建
立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烈士灵
柩定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
20世纪50年代迁葬杭州鸡笼山
辛亥革命烈士陵园。1912年12
月孙中山莅临杭州亲往秋社致
祭，题赠挽幛“巾帼英雄”。1939
年周恩来巡视浙江，在绍兴题词

“勿忘鉴湖女侠遗风，望为我越
东女儿争光”，号召世人向秋瑾
学习。 据新华社

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
地段，有一片宁静天地——施
洋烈士陵园。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
仿佛还能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
的那句话：你们杀了一个施洋，
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
于1889年。1907年考入郧阳
府立农业学堂学蚕科。课余时
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寻找
救国救民真理。1910年，施洋
转入郧阳农业中学，1915年，就
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
1917年毕业后与武汉法学界人
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
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施洋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
名义，召开紧急会议，提议发通
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深入
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
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同
时，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
了解工人疾苦，参与创办工人
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社
会主义。1921年10月，他参加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
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
动。1922年6月，施洋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7月底，他指导汉
阳铁厂取得罢工胜利，参与组
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
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
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
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武
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
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
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
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
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
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
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
牲，时年34岁。 据新华社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 秋瑾：“巾帼英雄”

秋瑾（1875－1907），
女，字竞雄，号鉴湖女侠，
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资
产阶级革命家。她从小崇
拜岳飞、文天祥、花木兰、
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
豪杰，蔑视封建礼法，提倡
男女平等，留下了许多充
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
命热情的诗篇。

秋瑾简介

施洋像（资料照片） 秋瑾像（资料照片）。

动武之后
美在叙利亚下一步如何走？

一方面，叙反政府武装已
经日薄西山、大势已去，美国通
过支持叙反政府武装维护自己
在叙利益变得日益没有前途

另一方面，持续对叙俄
伊施压，使美国与这三方通
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越关
越紧

美英法三国14日对叙利亚境内多处
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后，均对这次行动的效
果表示“满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宣
称“行动获完美执行，任务完成”。

然而，这次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国在
叙利亚问题上参与政治进程的意愿进
一步减弱，同时也使其在这一问题上的
回旋空间进一步收窄，未来能拿出的有
效策略越来越少。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医生、幼狮、强硬者
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标签？

在内战的硝烟中，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挺过了七年。在叙利亚这个大国博
弈场上，他的命运早已不由自己掌控。

如今的巴沙尔，已不是当年那个权
位岌岌可危的孱弱“幼狮”（阿萨德在阿
拉伯语中意为狮子）。随着执政地位的
巩固，他在镜头前的神态越来越自信，
表态也越来越强硬。

实际上，总统宝座上的一切荣光和
磨难，皆非巴沙尔年少时的追求。虽然
父亲是叙利亚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总统
哈菲兹·阿萨德，但巴沙尔从小立志从
医，对政治并不感兴趣。

巴沙尔生于1965年。1982年，他进
入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医学，还曾担任过
军医。四年后，他远赴英国伦敦攻读眼
科硕士。1994年，巴沙尔遭遇人生重要
转折点。一直被父亲视作接班人的大
哥巴西勒意外因车祸离世，巴沙尔不得
不放弃从医，回国为接任总统作准备。

2000年6月10日，统治了叙利亚近
30年的“中东雄狮”老阿萨德因心脏病
发作离世。一个月后，巴沙尔毫无悬念
地以97%的得票率当选叙利亚总统。

上任后，巴沙尔在经济和政治领域
展示出变革决心，一度给沉闷守旧的政坛
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并没能持续太久。
受外部经济制裁、体制僵化等不利因素影
响，叙利亚的发展也陷入迟滞，社会矛盾
不断累积。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政
治动荡波及叙利亚，叙利亚危机爆发，反
对派和西方国家要求巴沙尔下台。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西方媒体频
频指责叙政府军的空袭造成无辜平民
殒命，并屡次以政府军使用化武为由威
胁对叙动武。“化武袭击”罪名阴云不
散，如同悬在巴沙尔头顶的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巧合的是，每当政府军战场
得利，化武疑云便聚拢而来。面对美英
法的“入侵”，巴沙尔语气强硬：“殖民者
已经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他们在叙利
亚的图谋随着他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溃
败而溃败！”如今，所有曾轻视巴沙尔的
人都不得不承认：如果连西方的导弹也
不能摧毁巴沙尔的统治根基，那么他是
真的挺过来了。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新华国际

回旋余地收窄
谈判解决的大门越关越紧

仇视叙利亚现政权，压制伊朗，反对
俄罗斯，是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贯立
场。这次军事打击行动表明，美国这一立
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

在叙利亚日前再次发生疑似化武袭
击后，美国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叙利亚政
府，拒绝考虑是否可能有其他“肇事者”，
同时指责伊朗和俄罗斯应为支持叙利亚
政府承担责任。此后，美国一方面进行军
事打击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抨
击叙、伊、俄三国的调门。实施军事行动
后，美国也未降低抨击调门，甚至还宣布
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经济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叙反政府武
装已经日薄西山、大势已去，美国通过支
持叙反政府武装维护自己在叙利益变得
日益没有前途。另一方面，持续对叙俄伊
施压，使美国与这三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的大门越关越紧。

耍弄军事威胁
西方国家并不会善罢甘休

美国伙同英法对叙利亚实施本次军
事打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震慑对手，
同时安抚盟友。对于对手，美国想显示自
己言出必行、对使用武力当机立断的风
格；对于盟友，美国希望他们不要因为美
方最近有关将从叙利亚撤军的言论而有
被抛弃的感觉，同时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
刻出手相助。

然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英法的
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撼动叙政府在战场
的优势，叙政府的军事基地、武器和人员
受损很小。事实上，叙总统巴沙尔对叙大
部分地区和主要人口中心的控制正变得
日益牢固。

尽管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
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分析人士指出，随
着同叙政府、俄罗斯和伊朗进行谈判的大
门不断关紧，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有限选择
之一可能是继续保持军事威胁。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15日表示，
除非美国在叙利亚的所有目标全部达到，
否则美国不会撤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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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巴沙尔总统去留问题上与叙政
府、俄罗斯和伊朗等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难
以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上发挥作用。同
时，利用其军事优势，发出战争威胁，也难
以让美国真正摆脱在叙利亚的困境。

借助盟友牵制
或借助以色列对叙施压

以色列、沙特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主要盟友。未来，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
还可能通过这些盟友继续对叙利亚政府
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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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宣称，这次行动
旨在报复伊朗无人机“入侵”以色列领
空。这次空袭发生在叙利亚刚刚发生疑
似化武袭击、地区局势异常紧张之际，但
却得到了美国支持。这充分表明美国对
以色列以武力参与地区事务的放任态
度。可以预见，借助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对
叙施压，也可能是美国未来的选择。

沙特一直积极支持叙反政府武装，反
对叙政府。虽然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让沙
特很丢面子，但在美英法三国行动之前，沙
特曾表示有意参与这次行动。虽然沙特最
终并未参加，但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借助沙
特的力量对叙政府构成牵制的努力。

阿盟首脑会议呼吁
对“化武袭击”事件
展开独立调查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当地时
间15日呼吁国际社会对据称叙
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展开
独立调查。

为期一天的阿拉伯国家联
盟（阿盟）首脑会议当天在沙特
阿拉伯东部城市宰赫兰举行。
会后发表的闭幕宣言说：“我们
正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在叙利亚
采取的行动。我们强烈谴责对
叙利亚人民使用化学武器。”

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对“化
学武器袭击”事件展开独立调
查。

宣言重申通过政治途径解
决叙利亚问题的必要性，呼吁叙
利亚境内所有外国军队撤离以
维护叙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关于巴以问题，宣言指出，
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美国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
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
定，坚持认为美国的这一决定
无效并违反国际法。

宣言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
装持续向沙特发射导弹、威胁
沙特安全的行为。宣言还提及
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伊朗
和反恐等问题。

当天，为表示对巴勒斯坦事
业的支持，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
将此次会议命名为“耶路撒冷峰
会”，同时宣布沙特将向巴勒斯
坦提供2亿美元援助资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王毅

双方就朝鲜半岛形势
等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会
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表示，中日互为重要邻国。近年
来两国关系历经波折，各领域交流合作受
到影响。首相先生去年以来多次就改善
中日关系发出积极信息，中方对此予以重
视。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此次应邀访
日能够成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重要
一步。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来之不易，值得
珍惜。只要把中日关系改善好、稳定住，双
方就可以开展更密切的交往和更广泛的合
作，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地区各国的共同利
益。为此，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定的各项原则，妥善处理涉及两国关系
政治基础的敏感问题，把互为合作伙伴、互
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到实处，并使之成为
日本社会各界的共识。要挖掘经贸合作新
动能，实现中日经贸关系在新起点上提质
升级。中方重视首相先生就“一带一路”建
设作出的积极表态，日方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将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的空间。我
们愿同日方探讨参与的适当方式和具体途
径。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反对保护主义，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
易体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安倍晋三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对华
关系，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实现
高层交往，在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开展
更广泛的合作。日方高度关注习近平主
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宣布的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相信将有
利于促进日中经济关系。我十分期待并
欢迎李克强总理赴日本出席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期待“一带一
路”建设能够有利于地区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日本同样重视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主张按世贸组织规则处理经贸问题。

双方就朝鲜半岛形势等地区问题交
换了看法。 据新华社

鸿茅药酒
是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应有关监管情况

很多人认为鸿茅药酒是保健食品，
并不清楚它是一种药品。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新闻发言人16日就鸿茅药酒有关
监管情况做出回应。

2003年11月25日，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公布第六批非处
方药药品目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
〔2003〕323号），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
处方药。鸿茅药酒为独家品种，现批件
持有人为“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由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于1992年
10月16日批准注册，原批准文号为“内卫
药准字（86）I-20-1355号”。2002年，原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
号，该品种批准文号换发为“国药准字
Z15020795”。后经内蒙古自治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再注册，现批准文
号有效期至2020年3月18日。

2004年至2017年底，国家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系统中，共检索到鸿茅药酒不
良反应报告137例，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
头晕、瘙痒、皮疹、呕吐、腹痛等。针对公
众的质疑和担心，国家药监局采取什么
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及其有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要求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药品广告审批，
加大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一是责成企业对近五年来各地监管
部门处罚其虚假广告的原因及问题对社
会作出解释；对社会关注的药品安全性
和有效性情况作出解释；加强不良反应
监测，汇总近五年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及时向社会公开，同时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提交报告。二是严格按照说明书（功
能主治）中规定的文字表述审批药品广
告，不得超出说明书（功能主治）的文字内
容，不得误导消费者。三是内蒙古自治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持续加大对该企
业日常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
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组织有关专
家，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
药进行论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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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1515日日，，反战人士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反战人士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呼吁呼吁
政府结束战争政府结束战争，，珍惜和平珍惜和平。。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