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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香虹桥上 驴来驴去 摄

采春茶，累并快乐着，但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
永远珍视与怀念。

故乡的茶树总是常绿着，
一株株，一梯梯，一片片，镶嵌
在茶山上，清新可人。尤其是
在春天，阳光明媚或风调雨顺，
均会助力茶树，催生出嫩茶
芽。再在大地及肥力的滋养
下，嫩茶芽长成了一叶一芯，可
把父母乐坏了，至此，春茶就可
采了，既可卖钱，又可自家炒来
吃，还可传承劳动本色，何乐而
不为呢！

于是，父母趁着清明前夕，
背上背篼，带上尚小的我，来到
自家的茶山上采明前茶。先把
我安顿在茶梯上自由玩，接着
就放好背篼，略弓上身，伸出
手，让拇指与食指搭在一起，其
余手指弯曲，做好采茶的准
备。瞧那些茶树上嫩黄的茶
芽，想想钞票或饮茶的清香，父
母便有了动力，自觉地张开拇
指与食指，夹住茶芽，用力一
摘，茶芽就断，再盯准其他嫩茶
芽，有序采摘。很快，一大把嫩
茶芽就握在手中。实在握不
了，自然会丢进背篼里。这时，
父母往往会舒口气，摆两局龙
门阵，一则排解寂静与单调，二
则打发倦怠，鼓足干劲，三则瞅
瞅在一边玩耍的我，不脱离他
们的视线，确保安全。就这样，
一把把嫩茶芽丢进了背篼，慢
慢地垒起小山丘。累了，父母
就轮流地小憩一会或喝喝茶
水，活动活动筋骨，以便备足劲
再采。我呢，咿唔呀唔地唱啊，
跳啊，像是在给父母伴奏，共同
演绎美轮美奂的采茶曲，又像
是在给父母加油、鼓劲，因而获
得父母的口头表扬，乐了我好

一阵。经不住采茶的诱惑，我
玩累了，就学着父母的模样，小心
翼翼地试着采茶。嘿，真灵验，嫩
茶芽断了，茶香扑鼻而来。我的
兴趣越发浓厚，在父母的指导下，
配合默契，接二连三地采茶。饿
了，回家热冷饭吃。吃完饭，喂过
猪，一家人赶到茶山继续采茶，只
因这茶最嫩、最好，得抓紧时间
采。一周后，明前茶就采完了，均
被父母及时背到十里乃至二十
里外的茶厂去卖了个好价钱，喜
煞了一家人。

那茶树格外争气，嫩茶芽
不断上长，也越来越多。父母
满心欢喜继续采茶。当然，我
这个脚跟腿，从没有掉队，成了
父母采茶的帮手。每当嫩茶在
手，闻着清香，就会觉得惬意而
踏实；每当疲倦至极，只要哼点
小曲或吼两声，就会重新振作
起来；每当小手采春茶后变黑，
就会庆幸与茶零距离接触，倍
增亲近感；每当小手被勒伤或
痛，就哈哈气，减轻或消除痛
苦，接着再采；每当有虫来袭，
就适时驱赶或拍打，保证了采
茶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望着背
篼里的清明茶，父母及我一样
喜上眉梢，心里如吃了蜜饯般
快乐无比。结果是：清明茶依
然卖好价钱，除此之外，父母还
用土法炒出了清明茶，系紧后，
悬吊于木楼上，供自家享用。

暮春时节，春茶更加茂盛，
长至两叶一芯，就算老了。不
过，父母还是会采两叶一芯的
春茶，背到茶厂去卖。虽然价
格较低，但至少能积少成多地
攒钱，缓解家庭开支的压力。

直到夏天来了，茶叶越长
越老，茶厂不收，自家也不做
茶，春茶就只好退出季节的舞

台，采春茶随之谢幕，只待来
年。盘算着春茶的收获，回味
着采春茶的酸甜苦辣，我们一
家人其乐融融。

一年又一年，采春茶成了
我家的“必修课”。伴随着我的
外出读书，采春茶越来越重要，
可以卖更多的钱，可以炒出来
去送人融洽关系。父母谙得此
理，每逢春天，就会加班加点、
乐此不疲地采春茶，采出辛劳，
采出希望，采出美好的明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母的鼓
励、支持下，我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考入重点中学、中专就读，
实现了告别黄泥巴脚杆、有三
两缸钵的夙愿。对此，我和父
母满意、高兴、欢乐就甭提了，
对春茶的感激与时俱增。所
以，我会在每次回家时，爱到茶
山上转悠，与茶们来一次心有
灵犀一点通，聆听茶语，得些茶
悟。每年春天，我会触景生情，
回忆起那些山野的春茶以及采
春茶欢乐而辛苦的时光，写写
春茶的文字，诵诵春茶的诗词，
遥祝辛苦的父母，权当对春茶
与父母的感恩。

十八年前，故乡发展壮大
了种茶基地，茶厂规模越来越
大。但是，父母倔强得很，考虑
到儿子已成家立业、家庭开支
明显减少、用不着采茶卖了，就
未将自家茶山流转出去，仅采
些春茶来炒，供自家吃。渐渐
地，父母采春茶的次数少了，茶
山也就荒了，采春茶只好成为
我们的回忆。

今春，目睹微信上采春茶
的图文后，我浮想联翩，情不自
禁地怀念采春茶，只任那些时
光倒流，只任那些爱恋感动心
儿，只任那些情愫温暖灵魂。

花开，当然是有声音的。
只是花开的声音，少有人留意，
等开了，忙着目不暇接地看花，
却无心再追听花开的声音。

从三楼的窗户看出去，傍
晚六点多，尽管夕阳也已隐退，
一棵广玉兰，却开的正猛。突
然，它夺走了这个夜幕快降临
时的感伤，我想多少人这个时
间，正看着电视，吃着丰盛的晚
餐，或是靠着沙发刷微信朋友
圈。而我的孩子，却刚准备上
一堂周末的兴趣班，我也很矛
盾，如此的辛苦，到底孩子会不
会怨我？可当这三月的广玉
兰，一样盛开在教室的窗外，像
是专为这些在室内的一份宁
静，送来花开的声音，我猛然释
怀。至少，我的小孩告诉我：

“妈妈，我还是蛮喜欢这个课
的。”喜欢就好，来不及在喧闹

里看着广玉兰的盛开，至少能
听到它开的声音。

我特别喜欢“落花流水”这
个词，从溪流石头间，粉色的桃
花花瓣，或细碎的樱花飘落
……然而它遇上了流水，和挡
道的石头，就有了一种灵性。
让我想到了美女，想到了爱情，
想到了“落花流水春去也”。花
便有了“潺潺、叮叮、咚咚”之
声，那声音里有时间流失、青春
不在、红颜老去般的细思量，但
又有一种恬静之美，让人难忘。

油菜花也是有声音的，春
天尤盛。满地金黄，抢眼夺目，
最能唤起人们的视线，招很多
人的喜欢。先是农人，看到了
丰收的希望，接着蜜蜂忙着嗡
嗡采蜜，这几年的游客，更是追
寻太多的油菜花之最美乡村
……他们有人听懂了“缤纷与

灿烂”，有人明白了“奔放与迷
人”。他们是那样地迫不及待，
跟着春的暖风，冲向了油菜花
的田地，边走边听，听着听着就
醉了，恨不能唱一首最轻快的
民谣，唤醒记忆中最朴素纯真，
努力奔跑过的自己。

还有杏花、梨花、樱桃花
……我很享受春天盛开时的声
音，这是生命的声音，是绽放的
声音。夜幕降临了，如果不是
借着教室中炽热的灯光，我真
分辨不出窗外那是什么花。我
看着我的小孩，正举手积极回
答着老师的提问，满脸求知的
样子，不正是一朵蓄势待放的
花吗？我真好奇，他会开出什
么花，不过只用心去听，一定有
着充满力量的花开声音，那么
有吸引力，那么好听，像春天一
般明媚。

虹 欣 酒 业 总 经 销
热线：13952826211

母亲虽不喜猫，但是仗着我
和哥哥的欢喜，家里也养过几只
猫，对家里人触动最深的就是那
灰猫了。

那只灰猫是从外婆家捉来
的，刚出生不久，绵密的绒毛围在
身上，像一个毛绒绒的小团子，圆
滚滚亮晶晶的眼睛总是探向四
周，活泼灵动，时常窜来窜去。

哥哥经常取一些布条或毛
线，在它面前来回摆动，它便活蹦
乱跳试图用软绵绵的小爪子抓住
摆动的物件，有时候给它扔一个
毛线团，它踢来踢去，跳过来跳过
去逗得家人大笑不已。

一会猫咪烦累了、气恼了便
停下来用梅花瓣给自己洗洗脸、
或是懒懒地伸长脖子等你给他挠
挠痒、或是直接跳在你的怀里看
着你“喵喵”地叫着等着你给他喂
食物。

玩闹久了，它也看着哥哥最
亲，夜晚会钻进哥哥的被窝，有时
候蜷缩在哥哥的脚底下，有时候
躺在哥哥的胸口，一次竟然和哥
哥同枕一个枕头，就像一个小孩
一样和哥哥面对面睡着。哥哥得
意地说：“猫猫可是我的小情人。”
把一家人都逗笑了。

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了几
年，灰猫渐渐长大了，也不像以前
活泼了，有时候会懒洋洋地在门
前晒太阳，或是卧在哥哥和我的
脚旁边。

由于父亲开车的疏忽，撞伤
了几个人，那年哥哥升高中我也
上了初中，于是举家搬迁换了一
个地方居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忙乱的时间里大家早已无暇顾及
灰猫。

等安顿下来后，哥哥终于怅
然若失地说：“怎么没把猫猫带过
来啊！”妈妈歉意的说：“租人家的
房子也不好养猫，之后我们回去
再给你找回来。”就这样过了半年
没有灰猫的日子，欢乐似乎也少
了许多，爸爸在工地上早出晚归，
拖着疲惫的身躯，妈妈也少了许
多笑意，我知晓家里的处境，但总
觉得是因为灰猫不在的缘故，因
而家里的笑意少了。

就像知晓我们要回家似的，
家门打开后，猫咪竟然从墙头跳
了下来，“喵喵”地叫着，像是在欢
迎久别重逢的亲人，那一瞬间大
家都泪目了。瘦了许多，少了几
分温顺的猫咪绕在家人的腿边，
后来听村里人说，灰猫吃饱了就
会蹲在墙头上，像小狗一样守护
着整个家，猫咪没有怪罪主人对
它的丢弃，一如既往地依赖着这
个家里的所有人。

自此以后，就连本不喜猫的
妈妈也对灰猫照顾有加，猫碗里
的食物总是满满当当，水也时常
在碗里备着，妈妈常说：“猫猫有
灵性，有时候比人还靠实。”我们
笑着，看到哥哥的“小情人”又卧
在了哥哥的怀抱里。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一
天晌午，灰猫因误食了别人家药
死的耗子而毒发身亡了。我和哥
哥两周一次的见面几乎在沉默中
度过，我想着哥哥心里一定很难
过，“小情人”终究还是离开了他。

后来家里又养了几只猫，因
为我和哥哥在外上学的缘故，总
是没有太深的感情，心里记挂最
深的也只有那只灰猫了。

母亲这辈子，长挂嘴边的话
就是：苦点累点不怕，睡一觉，就
歇过来了；困难也不怕，方法总比
困难多。但唯一让她惧怕的是在
时代变迁中各种高科技产品对她
的冲击，让她无所适从。

拧开水龙头，自来水从水管
里哗哗流出，母亲就会怀念起老
家的那口冬暖夏凉清甜的古井
水，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庄稼人。

“古井水那么方便，为什么还要花
钱买水？水里还有不明气味，偶
尔停水，就抓瞎，流的可都是钱
啊。”母亲心疼地说。

从茅坑变为抽水马桶后，母
亲更是心疼“有机肥”被冲掉，“真
可惜，不能留下来浇菜，养育土
地，还要撒一次尿，就冲一次水，
既浪费水又浪费钱。”

面对冰箱，母亲更是抗拒，
夏天菜园里的菜，抬脚就摘，新
鲜得很，到了冬天，把肉啊鱼啊
埋进厚厚的雪地里，零下三十几
度的天气，就是大自然馈赠的天
然冰箱，哪还需要冰箱，整天插
电，费钱。

母亲面对高科技带来的冲击
想不明白，处处都要花钱不说，也
没以前使用的东西健康和方便。
只是反复地说：“我们农村家庭，
为什么一定要学城里人？”

而母亲抗拒最大最痛苦的莫
过于农药的使用了。

“这么毒的东西，能毒死虫子
和生命力顽强的杂草，喷洒到田

里，地里，不可能不残留在农作物
上，人怎么能吃？吃下去人怎么
可能没事？土壤又怎么可能没
事？土壤都有毒了，长出来的庄
稼又怎么能健康？”母亲如是说。
所以母亲是坚决不购买、不使用
农药的，母亲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母亲抗拒文明产品，除了考虑金
钱外，一定还有更深沉的隐忧和
不安。只是没读过书的她，讲不
出什么大的道理，但她知道，要做
对土地有益的事情，要种对人类
健康无害的农作物。她所坚持的
用农家肥滋养农作物，不用农药，
不就是今天被农业科学家所提倡
的“有机种植”吗？

有机农业的本质就是“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
相和谐。”强调因地因时因物制宜
的耕作原则，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
激素以及转基因东西，采用天然
材料，恢复园艺生产系统物质能
量的自然循环与平衡，通过资源
管理与栽培方式，创造人类万物
共享的生态环境。

母亲一生所坚持的不就是无
污染、无化肥农药残留的对人类
健康有益的有机食物吗？

后知后觉的我，直到今日才
理解母亲的坚持，为了坚守这坚
持，引来我们不少嘲笑和数落，还
要耗尽气力面对我们不断的“据
理力争”。事实证明，我们错了，
母亲的坚持是对的……

致读者：“玉乳泉”是文学
爱好者交流文字的沙龙，是文
学爱好者放飞心灵的平台，本
版欢迎各位多多赐稿！投稿请
发 460142439@qq.com 和
306586193@qq.com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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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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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4月16日电 16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
东京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
持中日第四次经济高层对话。

王毅表示，在中日关系改善
的大背景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时隔8年后得以重启。当前，中
日经济合作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
宏观环境，站在新的起点上。双
方应从战略和务实两个层面深入
沟通，以增进理解、积累互信、
促进协调、推动合作。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新形势下，中国

将开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
程。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发展，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改善营
商环境，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的历
史机遇。双方应珍惜得来不易的
改善势头，维护好中日关系的政
治基础，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致力于实现两国经济合作的
提质升级，重点聚焦节能环保、
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
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领域
合作。双方应推动“一带一路”
合作取得成果，将其打造成两国

合作的新亮点。双方应共同推进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进行
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谈判，向着早日建成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断迈
进。双方应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
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河野太郎表示，日中经济合
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推动
力。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日中关系面临全
面改善、稳定发展的机遇。面对
两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日方愿同中方以新的视角规划拓
展两国经贸合作。日方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出的重
要信息。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应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自
由贸易体制，按照世贸组织的规
则处理贸易问题。

对话会上，中日两国外交和
财政经济部门负责人围绕宏观经
济政策、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
中日第三方合作、东亚经济一体
化与多边合作等充分交换意见，
达成一系列共识。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在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
击之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黑莉 15日说，华盛顿准备就俄
罗斯支持叙利亚对俄进行新一
轮制裁，具体措施 16日将由财
政部长姆努钦公布。俄方则表
示，将针锋相对地采取反制措
施。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对抗
加剧让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
争”有转化为大国直接冲突的
风险，这给中东局势未来发展
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甚至可
能引发更大危机。

【新闻事实】
黑莉当天在美国电视台的

访谈节目中宣称，俄罗斯已 6
次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对叙
利亚化武使用的调查”，美方新
的制裁措施将直指提供“与化
学武器相关设备”的俄企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
道，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 16日将召开紧急会议，审
议一份回应美国反俄政策措施
的草案。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
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会在批准
这份草案的问题上拖延。他
说：“从政治角度来看，俄外交
部认为，需要尽快通过这一草
案。”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俄
罗斯在外交层面主动出击，寻
求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 15日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双
方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
亚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将
严重损害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
前景。土耳其副总理博兹达 16
日也表示，土方不排斥在叙利

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和伊朗合作。
【深度分析】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方不

断对俄施压。这让地区和国际
形势日益紧张，也让叙利亚问
题愈加难以解决。

分析人士指出，如今的美
俄对抗与冷战时期不同之处在
于，双方的实力不再均衡，这
使得美国更倾向于排除对俄罗
斯做出战略性妥协的选项。这
或许意味着，双方发生直接冲
突的可能性比冷战时更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
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
列宁预计，美国会在多个领域
系统性、持续性地向俄罗斯施
压，以期把俄罗斯压垮，而俄
罗斯则会坚持不向美国屈服。
因此，即使叙利亚危机没有导
致美俄对抗失控，双方矛盾的
不断加剧也会在未来引发国际
性危机。

【第一评论】
叙利亚堪称目前最典型的

大国博弈场。叙利亚危机爆发7
年来，包括美俄在内的域外大
国以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
地区大国都牵涉其中。在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覆灭之后，
打着反恐旗号的各方失去了名
义上的共同目标，博弈愈发白
热化。在此背景下，大国之间
的“代理人战争”有转化为大
国直接冲突的风险。

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多重矛
盾冲突中，美俄博弈无疑是最
大的一个变量。俄罗斯自从介
入叙利亚战事以来，保住了一
度岌岌可危的叙政府，极大提
升了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这

是以遏制打压俄罗斯为一贯目
标的美国不愿看到的。对于美
国来说，军事打击叙利亚只是
遏制俄罗斯影响力的手段之
一，而对俄经济实施制裁才是
最大的“杀器”。

原本，在“伊斯兰国”被
击溃后，叙利亚和平进程终于
迎来一线曙光。但美俄博弈的
加剧无疑给叙利亚局势增添了
更多复杂危险因素，很可能毁
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希望。只有
大国放下私心，叙利亚危机才
有可能以和平方式画上句号。

【背景链接】
根据去年12月公布的新版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
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三大战
略诉求之一即为打压俄罗斯在
中东的影响力。

在此次美英法对叙利亚实
施军事打击之前，美国已经对
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
裁，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施
压力度。随着叙利亚化武疑云
的进一步发酵，美俄两国在安
理会针锋相对，令两国关系持
续紧张，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
注。

美俄之间的大国博弈呈现
全方位、多地域特征。在此次
两国围绕叙利亚进行激烈较量
之前，俄乌边境也一度杀气重
重、危机四伏。在欧洲，美国
主要借助北约与俄罗斯抗衡，
通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
间进行挤压。而俄罗斯对叙利
亚局势进行强力干预，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冲西方在东
欧地区对俄压力的考虑。

中 国 空 军 歼 －
10C 战机担负战
斗值班任务

4月16日，中国空军新型战
机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
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
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歼－10C是中国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超音
速多用途战斗机，配装先进航电
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具备
中近距制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
精确打击能力。2017年7月参加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
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阿拉伯国家呼吁对
叙利亚“化武袭击”
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宰赫兰
4月15日电为期一天的阿拉
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 15 日在
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宰赫兰举
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呼吁国
际社会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
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会议宣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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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近期中印
互动充分说明双边
合作大有可为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中印互
动充分说明，两国拥有广泛共
同利益，双边合作大有可为。

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今年以来，在两国领导
人引领下，中印关系保持积极
发展势头，各层级交往密切，
各领域合作取得不少新进
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日前在上海同印度
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
谈。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 11
次会议、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
先后成功举行，两国外交部负
责人也进行了互访。双方还
举行了边境事务、跨境河流等
领域工作机制会议。

“上述互动充分表明，中
印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
边合作大有可为。”华春莹说。
她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对印关
系，愿同印方一道努力，落实
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
识，牢牢坚持双边关系正确发
展方向，更多积累正能量，拓
展新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向前发展。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举行核潜艇演习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
月16日电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16日发布公告说，该舰队所属
两艘核潜艇在堪察加半岛海域
进行了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发布
公告说，该舰队出动“弗拉基
米尔·莫诺马赫”号核潜艇和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核潜
艇进行了演习。演习中，两艘
潜艇进行了“决战”，演练了
寻找、跟踪及消灭对手的能
力。

公告说，两艘核潜艇重点
演练了如何在双方都使用声呐
设备和武器的条件下进攻和反
进攻的能力，即如何首先消灭
对方核潜艇。

公告没有提及演习进行的
具体日期。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
号核潜艇和“亚历山大·涅夫
斯基”号核潜艇同属俄“北风
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是俄罗
斯海上战略核威慑中坚力量。

俄太平洋舰队是俄海军四
大舰队之一，是俄在太平洋沿
岸地区部署的一支重要海军力
量，舰队司令部设在俄远东滨
海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时隔8年，中日重启经济高层对话

美俄在叙斗法升级
大国对抗致战事难歇

伊拉克民众集会抗议
美英法空袭叙利亚

新华社巴格达4月 15日
电 伊拉克数千名民众 15日在
首都巴格达举行集会，抗议美
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发动军
事打击。

当天下午，集会活动在巴
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民众
举着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国
旗，打出“向美国说不”“美国借
民主名义屠杀叙利亚人民”等
标语，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空袭叙利亚予以谴责。

活动组织者谢赫侯赛因·
萨伊迪对记者表示，美英法对
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赤裸裸的
侵略，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
义准则。

叙利亚当地时间 14 日凌
晨，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
发起军事行动，对叙境内多个
目标实施了空袭。

两架小型飞机在德
国空中相撞坠毁
至少2人死亡

新华社柏林4月 15日电
据德国媒体 15 日报道，两架
小型飞机当天下午在德国西南
部巴登－符腾堡州空中相撞并
坠毁，造成至少2人死亡。

当地警方消息说，警方和
消防人员已赶往现场，并出动
直升机进行搜救工作。事故原
因还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