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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
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193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9月11日英
勇就义，年仅24岁。

在贵州省贵阳市环城北路一处绿树
成荫的地方，一块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的长方形石碑立在其中，其背后的山
岩下矗立着题写有“林青同志就义处”的
一方石刻，显得庄严肃穆。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
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1927年
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来到上
海，在沪东团区委工作。1931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2 年，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
捕。1933年，出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
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在斗争中发展
进步青年入党。1934年1月，林青等人
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
记，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林青在毕节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
而有成效。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
宣传革命的群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
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的发展。林青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仇
视。1934年夏，林青等人被迫离开毕节，
到贵阳和安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
义。林青闻讯来到遵义，找到了中央地
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党的
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

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
的工作，并指示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
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
书记。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
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
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
做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
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
传红军、宣传抗日。

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
1935年9月11日，林青英勇就义，

年仅24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林青同志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艰苦年代，他始
终不忘将革命的火种遍撒贵州，为红军
长征等做出了贡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
室宣教处副处长陈莹莹说。 据新华社

黄甦，1908年出生于佛山市
禅城区。早年在香港做工，积极
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
新红12军政委、第34师政委、第
1军团第1师政委。1935年在直
罗镇战役中牺牲。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的直罗烈士陵
园，安葬着一位英勇无畏的红军虎将，他
就是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中共中央委
员、红军高级指挥员黄甦。

黄甦，1908年出生于佛山市禅城区
一个粤剧艺人家庭。早年在香港做工，
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参加省港
大罢工，任纠察队第九支队队长。他率
领队员巡逻海岸，封锁港口，缉拿私运，
严惩走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
锻炼和考验。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任模范纠察队队长。

1927年12月，黄甦参加广州起义，
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队长。起义失败
后，他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930年12月，黄甦奉命离开香港到
闽西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闽
西新红12军政委、第34师政委、第1军
团第1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反“围剿”战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曾两次被选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 9月任红8军团政治委员兼21
师政治委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率
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复任红1军团
第1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
加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
大渡河和策应第2师4团夺占泸定桥等
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甦先后任陕甘支
队2大队政委、5大队政委。11月7日，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
堡后，立即组织反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
根据地的“围剿”，决定于11月20日在直
罗镇发起歼灭战。此时，已被中革军委
任命为陕南第73师政委的黄甦，主动请
求参加这一战役。11月21日拂晓，黄甦
率部队向敌军重兵踞守的要害部位猛烈
进攻，敌军踞要地顽抗，双方逐山进行争
夺，黄甦在率部夺取山头时不幸中弹牺
牲，年仅27岁。 据新华社

“十一”长假的第一天，西湖边
发生的乱涂乱画至今令大家愤怒。

在北山街保俶路口的圣塘景
区靠近湖边，有一块石碑，石碑上
刻有“杭州西湖”四个红字。它算
得上是西湖边的网红石碑了，很多
游客都爱和它合影留念。

10月1日早上，西湖景区湖滨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
石碑的左上角，多了几个红色字。
字体弯弯扭扭，大致可以看出是

“平文涛”、“无砂之禅”七个字。管
理人员在拍照收集好证据后，即刻
进行了清洗。

这个消息一经浙江24小时报
道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在
说“平文涛，你欠杭州一个道歉！”

就在10月7日，记者从湖滨管
理处得到消息，这个乱涂乱画的“平
文涛”已经被找到并且控制住了！

钱王祠石碑上留字
嫌疑人被抓现行

10月1日的事情发生后，湖滨
管理处马上联系了辖区派出所进
行相关调查，并增加了巡查频率。

湖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
钱报记者，辖区派出所通过多种侦
查手段进行了调查，10月2日基本
锁定了嫌疑人范围，之后一直在查
找相关嫌疑人的踪迹。“我们在巡
查时也特别对此类不文明的行为
加以了留意。”湖滨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表示。

意想不到的是，7日早上，这个
“平文涛”竟然又在钱王祠门口的
石碑上画字了！

“今天上午9点不到，我们巡逻
到钱王祠附近，一位早锻炼的阿姨
跑过来告诉我们，有人在石碑上乱
涂乱画！”湖滨管理处监察二分队
的副分队长王露说，他们马上跑过
去，这一次被乱涂乱画的石碑在钱
王祠的大门口钱王雕像的旁边。“我
们控制了正拿着记号笔在石碑上画
字的人，并通知了辖区派出所。”

乱涂乱画的男子
警察确认就是“平文涛”

柳浪派出所收到消息后迅速
出动，9点10分左右，将嫌疑人带
到派出所。

经警察确认，这个穿绿色短袖
T恤，中等个头的男子正是之前乱
涂乱画的“平文涛”。

钱报记者随后从警方了解到，
嫌疑人平某某，36岁，河北邯郸人，
截至发稿，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他们将根据情节严肃处理。

而钱王祠附近石碑上的字迹，湖
滨管理处工作人员已经清理干净。

“非常感谢早锻炼那位热心阿
姨，没有她的及时发现和报告，‘欠
杭州一个道歉的平文涛’可能没这
么快被发现和控制。同时，我们也
再次呼吁大家文明游览，共同守护
西湖的美。”工作人员说。

据钱江晚报

国庆长假，多个景区开展文明旅
游引导，文明、礼让成为越来越多游
客的自觉行为，但车窗抛物、乱涂乱
画等不文明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

“到此一游”的“题字”还时常可见。
文明旅游的教育和引导仍然“在路
上”。

有媒体报道，国庆期间，陕西靖
边波浪谷丹霞地貌景区岩石上被游
客留下刻痕和划痕。景区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这些被游客留下刻痕的岩
石，600年也恢复不了原貌。

旅途中的言行，折射出的是社
会文明水平。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
何建民认为，游客的一言一行，既承
载着国家的形象，也体现了文明程
度和素质修养。

根据旅游法，旅游者在旅游活
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
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
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
范。同时，导游和领队也应告知和
解释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旅游
者健康、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反
社会公德的行为。

就在十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
部公布一批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3
名游客被列入“黑名单”。其中，今

年6月为拍短视频在马来西亚水上
清真寺的矮墙上跳热舞的河北游客
王某、张某违反当地宗教禁忌，事件
相关视频经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后，
引起当地社会不良反响，有损中国
游客的文明形象。此外，湖北游客
彭某在大理市游玩的过程中用儿童
玩具击伤红嘴鸥，事件相关视频在
网络上传播，当事人受到民众谴责。

根据相关规定，经旅游不文明
行为记录评审委员会审定，3名游客
纳入旅游不文明游客记录期限均为
3年。截至目前，共有35人被纳入
旅游“黑名单”。

业内人士认为，让违法犯罪者
付出应有的代价能形成明显的警示
作用，有助于提醒更多游客文明出
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可以进一步征求司法机构的意
见，经由相应的法律程序，把违法甚
至是犯罪的不文明游客的信息与航
空、铁路、交通、海关、住建、文化以
及金融监管等部门共享，探索将其
纳入公民诚信体系建设的可能性，
也可以指导行业协会共享不文明游
客的信息，使之成为具有更强约束
力的规范体系，让游客为不文明行
为付出更大的代价。

据新华社

@Called5Red：建议和公安联网，
拉入黑名单。

@出轨曝光君：素质之低下，为人
也好不到哪里去，出门游玩请注意言
行举止，勿破坏生态环境。

@文青小木土：曾经孙悟空写“到
此一游”被判了五百年，现在还没人长
记性吗？

@Lucify_Z：心痛。建议和高铁一
样做成景点信用记录，有不良记录者

三年内禁止进入国家级景区。
@IAKGNAT：有的人，把名字刻

在石头上，想不朽。有的人，活着，却
已经死了。 据钱江晚报、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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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获胜
当天针对卡瓦诺提名的投票几乎完全

以党派划分立场。51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中
除一人弃权、一人缺席外全部投赞成票，而
49名民主党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部投反对票。

卡瓦诺的提名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上
个月，3名女性实名指控卡瓦诺曾在高中和
大学期间对她们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卡瓦
诺的同学也称他频繁酗酒。卡瓦诺坚决否
认这些指控，称这些是“经过计算和协调的
政治打击”。当事双方在一场近9个小时的
国会听证会上进行了辩论。

鉴于这些争议，多名温和派共和党参议
员均表示对卡瓦诺怀有疑虑，迫使共和
党一再推迟对他提名的投票，并同意联
邦调查局进行“补充背景调查”。

联邦调查局3日晚完成调查并提
交了报告。在阅读报告后，相关共和党
参议员同意支持卡瓦诺，而不少民主党
参议员则对调查表示不满。

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美国社会撕裂加剧

尽管遭受
性骚扰、酗酒、
党派政治等重
重质疑，布雷
特·卡瓦诺仍然
于 6 日得偿所
愿，惊险通过了
美国国会参议
院的投票表决，
出任联邦最高
法院大法官。

分析人士
指出，虽然卡瓦
诺在投票中以
50 票赞成、48
票反对的微弱
优势过关，但这
一结果的副作
用却是美国政
界共和、民主两
党和社会中保
守、自由两派的
斗争愈演愈烈，
社会撕裂不断
加剧，政治公信
力不断丧失。

争议持续
就在最高法院举行卡瓦诺就

职仪式的同时，上千名抗议者集结
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外，手持标
语，高喊口号，反对卡瓦诺担任大
法官。

围绕卡瓦诺的争议主要有两
点。第一，他是否曾在上学期间对
女性进行性骚扰或性侵？虽然联
邦调查局针对第一、二名女性的指
控进行了背景调查，但该调查实际
持续时间仅有3到4天，形式仅限
于同相关人员进行谈话，调查报告
也基本只是各方材料的收集汇总。

美国媒体认为，这份秘密报告
中没有包含证明卡瓦诺曾进行性

骚扰的确凿证据，因此共和党普遍以
“疑罪从无”的理由称调查报告“洗清”
了卡瓦诺的嫌疑。

第二个争议在于，经历了充满火药
味的提名过程后，卡瓦诺还能否保证秉
公判决？在调查卡瓦诺是否性侵的听证
会上，卡瓦诺一度表现十分愤怒，称他的
提名过程是“国家耻辱”。全美超过
2400名法律学者联名致信国会，称卡瓦
诺的表现证明他不适合担任大法官。

钟摆失控
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人

士将稳占9个大法官席位中的5个。鉴
于保守派法官普遍比自由派法官年轻，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最高法院内部两
派势力重回均势的可能性较小。美国
舆论普遍认为，立场趋于保守的最高法
院或将在包括妇女堕胎权在内的一系
列问题上改变立场，这将对美国社会产
生深远影响。

《华盛顿邮报》刊文称，最高法院的
保守化将令其失去中立地位，成为一个
政治机构，从而丧失公信力。

虽然保守派一路高歌猛进，但自由
派的反弹也愈演愈烈。特朗普上台后全
国多次爆发大游行，主题涉及妇女权益
和控枪等，但归根结底都反映了自由派
民众的焦虑。

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政府像一只钟
摆，在保守、自由两端之间摆动，而目前
这只钟摆摆动幅度正越来越大。随着中
期选举临近，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开始
担心一股自由派“蓝色浪潮”的到来，它
或将把美国政治的钟摆推向相反的方
向，带来更大的动荡。 据新华社

卡瓦诺
现年53岁，毕

业于耶鲁大学法
学院，拥有法学博
士学位，他曾担任
大法官肯尼迪的
助理，在小布什执
政时期担任过白
宫秘书，从2006年
开始出任哥伦比
亚特区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法官，其
保守派立场明显。

10月6日，在
美国华盛顿国会大
厦附近，抗议者手举
反对卡瓦诺出任大
法官的标语和海报。

新华社发

抗议人群。

“杭州西湖”石碑上的留字：“平文涛”“无砂之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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