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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忠诚是信仰——— 阿富汗少年穿越半个世界的逃亡之旅———

关 东 往 事
□ 石钟山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 古尔瓦力·帕萨雷 娜德纳·古力

4 25
巴雅雷依旧不买账：

“那你肯定也坑过我们这样
的人几百次了。”

“上千次。”沙阿咕哝说。
“行。”经理终于发火了，“随你们的

便吧。不用给我护照了，你们就待在德黑
兰好了。没有护照，就没有票。没有票，就
去不了欧洲。你们看着办。”

对我来说，这样的威胁比什么都管
用。我奓着胆子说：“你拿什么保证我们
的安全？”

但法依萨喝止了我：“闭嘴，小子！没
影的事情提都不要提！”

“别冲古尔瓦力大呼小叫。”巴雅雷
显然不喜欢法依萨。

“这小子什么都不懂。”法依萨反驳
说。我不服气地瞪了他一眼。

经理发现了和我们讲理的机会：“至
少这小子知道我是对的。现在，我能给出
的唯一保证就是，不把证件交给我，你们
哪儿都别想去。我看要不这么着吧，我把
你们直接交给警察，就说你们是难民。反
正我也没钱供你们在这儿白吃白住。”

我忍不住恳求道：“别，求您了。我们
考虑一下，好吗？”

“考虑一下？你们以为自己有得选
吗？”经理冷笑着说，“你们这是在浪费我
的时间。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但这是我
家，在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你们只有
快到土耳其的时候才需要假证件。在那之

前，你们身上什么证件都不带才安全。”
他的话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我们

被警察抓住，而身上却没有任何证件，那
我们肯定会被关进监狱。如果遇到审讯，
我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用旅游签证合
法入境的呢？

迈赫兰摇摇头：“这可是我们的护
照。”

“你们的护照？难道这不是库巴特提供
给你们的吗？这是他的财产，不是你们的。
这些护照的目的就是把你们送到这里。现
在，你们不需要了，把它们交给我吧。”

“不行。”
双方依旧互不相让。我也不想把护

照交给别人，但也不想在这个臭气熏天
的宾馆里多待一刻：“我觉得他可能没有
撒谎。如果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就
应该把护照给他。”

一两个小时后，四本崭新的阿富汗
护照被装进一个大信封放在了宾馆前
台。信封上压着一瓶尊尼获加黑方，这在
当地可是违法商品。我们都知道不该这
么做，可我们又别无选择。

我们讨厌经理，更讨厌这臭烘烘的
鬼地方。没有证件，每个人都提心吊胆。
迈赫兰觉得我们之所以屈服都是我的
错，因此赌气不和我说话。

但我们讨厌的人并没有食言，他把
我们送到汽车站，并给我们买了去大不
里士的车票。

又是连夜赶路。这一次，我担惊受怕
得不敢睡觉。终于，我们到了一个很小的
车站。谢天谢地，我们没有一下车就遭到
出租车司机的围堵。

一个身材敦实的伊朗库尔德人向我
们走来：“库巴特？”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他们的门道了：
“是。”

他用波斯语夹杂着另一种我完全听
不懂的语言(我推断应该是库尔德语)自
我介绍。

“该走了，还有很远的路呢，”他低头看
了看我和我的小背包，“你就这么点东西？”

我点点头。
“那……好吧，我们走。”
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把我们六个人

和每个人的行李全部塞进他那辆丰田车
的。总之，我们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大不里
士，向伊朗腹地驶去。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进入高
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丰田车明显吃力起
来。司机随着广播里震天响的音乐唱个
不停。自从出发以后，他就没有和我们说
过一句话。因为在车里蜷缩了太长时间，
我的腿早已麻木得毫无知觉。

公路终于变得笔直、平坦起来，透过
挡风玻璃，我看见前方有一个湖，公路仿
佛要从湖的中央穿过。缠着铁丝的硕大
的黑色石块竖在公路两旁形成护栏。这
里的车辆明显增多，已经排起了长龙。

小伙子转身向里面走
去，推开一间门进去，马上又
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年轻
女人。女人的打扮很时尚，呢

子裙装，上身又套了一件坎肩，女人立在
他面前，眨着眼睛看着他。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
第一眼看着眼熟，第二眼时，他想起来
了，她就是在长春到哈尔滨的火车上，坐
在他斜对面的那个姑娘。他张口结舌。

姑娘落落大方伸出手：我叫宋鸽。
他半晌才反应过来，伸出手握了下

姑娘的手，宋鸽的手圆润细腻，他口干舌
燥地说：马天阳。

姑娘莞尔一笑轻声道：跟我来。
他随在她身后，恍怔着随她走进一间

屋内，他进门后，关上门。这是一间布置得
类似办公室的房间，有桌有椅，还有两人
坐的沙发，一个小茶几摆在沙发前，宋鸽
说：坐吧。随手给他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

茉莉花茶的芬芳和女人的香水气息
同时包裹了他。他定定地看着她。

她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椅子上搭了
一条披巾，她随手把披巾披在肩上，开门
见山地对他说：组织安排，以后我就是你
的联络人。这是我工作的地方，以后咱们
见面的接头地点，我会随时通知你，你要
有急事，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他听着宋鸽的吩咐，点点头。他想起
长春老三的话：组织安排你到哈尔滨工

作，和组织接上头后，会有任务派给你。
宋鸽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道：组织

让你摸清“李姐”的情况。
李姐？他不解地问。
宋鸽：就是关在你们警察局的一位同

志，她被捕一个多月了，一直关在警察局。
宋鸽说这话时，已经是1936年的元月

了，这个“李姐”是去年十一月份被捕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敌人还没有对这位

“李姐”下手，看来这位“李姐”一定不是
一般的人物。刚来到哈尔滨第三天，组织
就交给他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有些紧张，
也有些兴奋，他站起来，望着宋鸽。

宋鸽望着他道：了解后你告诉我，我
会向组织汇报。
他从76号走出来，冷风让他打了个哆嗦。
李姐
两天后，魏局长带着他见到了“李姐”。
那是一天早饭后，魏局长让小张把

他叫到办公室，魏局长正在吸烟，深一口
浅一口的，弄得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站
在魏局长面前说：局长，你叫我？

魏局长不抬头，把烟蒂摁到老榆木做
成的烟缸里，啧了一下牙花子道：妈了个
巴子，日本人抓到个共产党，让咱们审。

他没说话，紧张地盯着魏局长，他预
感到魏局长说的共产党就是“李姐”。他
干干地咽口唾液，看着魏局长。

日本人三天两头地催，可这个共产
党啥都不招，滚刀肉一个，我有球办法。

魏局长靠在椅子上一脸愁容。
他小心地：你说的那个可是叫“李姐”？
可不咋地，这都抓到快俩月了，啥刑

法都招呼了，就只知道个姓名、年龄，还
有这个“李姐”的代号。妈了个巴子，这活
不是人干的，天天杀猪似的审，也没审出
丑卯来。魏局长抓过桌子上的皮帽子。

他就是那天早晨跟随魏局长来到警
察局地下室的，地下室有灯，昏黄地亮着，
一排房子都被铁栅栏隔开。在一间审讯室
里，一个短发女人被绑在柱子上，头低着，
不长的头发落下来，遮住了半边脸，衣服
上结着血痂，血已变成深褐色。女人身边
站着几个打手，有人手里拿着鞭子，有的
拿木棍，还有两个人在炭火上烧着烙铁。

对面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小张
立在一旁，见魏局长走来，让开身子。魏
局长把皮帽子摘下来摆到桌子上，冲他
示意一下，让他坐下，魏局长又把桌子上
的审讯本和笔推给他。他看见了上面一
行字：张君怡，女，北满抗日联军团政委。
代号：李姐。

除这行字之外，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他正疑惑，一旁小张过来，附在他耳边
说：以前审问是我作记录，就这些了，别
的她啥也不招。这些也不是她招的，是咱
们人打听到的。

他抬起头望着这个“李姐”，她身材
不高，也谈不上结实，裸露在衣服外的皮
肤有些发白。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工业
司司长文兼武15日介绍，近年来，随着新的发展理
念深入贯彻落实，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动能转
换、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稳定较
快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
态势的确立。

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占工业经济90%左右比重）增加值年均实际增
长7 . 4%。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年均增长4 . 3%，私营
企业年均增长8 . 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年
均增长5 . 9%。

国有企业持续做优做强。2017年，我国规模以
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资产总计42 . 5万亿元，
比2012年增加11 . 3万亿元，年均增长6 . 4%；资产总
计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比重由2012年的
40 . 6%下降到2017年的37 . 9%。一方面，国有企业在
重要战略性领域保持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国企在
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私营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统计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
业数量22 . 2万家，比2012年增加3 . 3万家，占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达到57 . 7%；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34 . 4%，比2012年提高3 . 7个百分点；用工
人数3271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用工人数的比重
为36 . 9%，比2012年提高4 . 3个百分点。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平稳发展，助推工
业经济发展稳定向好。数据显示，2017年，规模以
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数量4 . 99万家，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12 . 9%；资
产总计22 . 5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5 . 3万亿元；主营
业务收入25 . 9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3 . 7万亿元；用
工人数2088 . 6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用工人数的
比重达23 . 6%。

我国工业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稳中向好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一座庄
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水。
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
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站得笔直，
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
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士。９５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
高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谦血洒
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谦烈士纪念堂
出现在眼前。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烈士遗
物和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者带回了那个血雨
腥风的年代。

１８９２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一个贫农家
庭。１９０６年，年仅１４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
厂，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
工的技术。１９１２年，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
机车车辆厂当钳工，１９１３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
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
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
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主要来源之
一。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进行
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
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
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

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并于
１９２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
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
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１９２３年１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
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加
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
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
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并决定自２月４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２月４日，京汉铁路２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１２００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
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
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
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
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二七惨案”。

２月７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湖北省
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
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
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仅３１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遍遍地说
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刽子手的屠刀一
刀刀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力高喊

‘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为革命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诉记者，

“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
共产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
颅、洒热血。就算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
也要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视死如
归。”

１９２８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谦烈士的妻
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
闽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的丰
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
麓建造陵园。１９６３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石砌筑的照
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
谦之墓”。微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阔山河之
中。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来祭扫烈
士墓，敬献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
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将他的
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
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坚定的信
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勇就
义；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为祖
国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流，让烈
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林耀武说。

（新华社福州４月１５日电）

工人运动先驱——— 林祥谦

图为林祥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
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

“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创新思路、凝
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努力成为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
革开放新格局。”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支
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
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海南的改革发展迎来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形成
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成为海南等经济特
区乃至整个中国新的奋斗目标。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南之
所以能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正是得益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得益于30年来的大胆探索、进取开拓。如今，海
南发展正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试验
田”的高度认可；瞄准自由贸易港这一当今世界
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是时代赋予海南的重大
责任和使命。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
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打造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海南
必将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
靓丽名片。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必须抓住机
遇，坚持开放为先。海南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
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
境，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
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必须解放思
想，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要实现改革大的突破，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
求是的有机统一，既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
外有益经验，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敢闯敢干，
大胆实践，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
改革步伐。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复杂程
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敢于

较真碰硬，勇于破难题、闯难关，在破除体制机制
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
头，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
源，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性变革
和成就的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作出的战
略部署，是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改革再出发的重
要遵循。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中国将
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
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打造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新标杆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
局，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人民日报4月
16日评论员文章）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北京市人社局近
日公布了《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
理办法》，明确采取指标数量的方式控制引进毕
业生总量，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
历。办法规定，毕业生作为创业企业主要创始人
可以申请落户。

办法规定，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
学历。引进当年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 ,
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27周岁。教育、医疗卫生
系统引进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周岁。文化、
体育系统和郊区用人单位可适当引进本科毕业
生。引进当年本科毕业生一般不超过24周岁，毕
业院校应为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京外
地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北京引进外地生源毕业生

原则上要求研究生学历

我国每年新发

癌症病例超３５０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5日至21日是

第24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为“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院长赫捷15日表示，我国肿瘤防控需注重
降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率、推进服务
规范化，促进全生命周期健康。

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
癌症病例超350万，死亡病例超200万，肺癌、乳腺癌、
胃癌等是最常见的癌症。研究显示，我国总体癌症5
年生存率为30%左右，较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内科学专家孙燕提示
公众，尽量远离致癌因素，注意控制癌前疾病和癌
前病变，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平衡膳食、
心情舒畅可有效减少癌症发生。

据新华社“大洋一号”４月１５日电 搭载“潜
龙三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和７０名科考队员的“大
洋一号”科考船１５日从厦门起航，奔赴南海执行

“大洋一号”综合海试Ｂ航段科考任务。这也是目
前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首
次出海。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本航段主要是

通过使用“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
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潜龙”系统潜
水器的发展。“潜龙三号”将进行海试，对其主要
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并根据需求，在天然
气水合物试采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
性应用。

按照计划，科考队将完成“潜龙三号”的海

上试验与验收；完成ＥＭ１２２多波束系统的标定
和验收；完成国产超短基线基阵的标定；开展
１０００米级多金属结核采集系统海试区的选址与
环境基线调查；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及邻
近区域地质和环境调查。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表示，“潜
龙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系列潜水器的

新成员，以深海复杂地形条件下资源环境勘查
为主要应用方向。此次海试及试验性应用，将进
一步夯实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
的技术基础，提升我国国际海域资源勘查水平，
助推深海科学研究发展。

自3月20日开始的“大洋一号”综合海试，分
A航段和B航段进行。

“潜龙三号”首次亮相
“大洋一号”综合海试南海段起航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