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利亚当地时间14日凌晨，美国等国对叙
首都大马士革发起军事行动。7日发生的疑似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真相未明，美国为何急着
对叙利亚动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主
导发动此次袭击，有国内、国际多重原因。

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美国出牌。
叙利亚内战7年多来，巴沙尔政府非但没有

被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打垮，还逐步取得了
战场主动权。美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扩大战
果，稳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不过，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玛哈·叶海亚
说，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
政府的时机早已过去，美国去年的导弹袭击也
毫无效果。她说，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外交谈
判才是唯一出路。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的对叙进行军

事干预的“红线”。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
争的教训在前，奥巴马坚持主张不让美国陷入
叙利亚危机。但这一对叙政策饱受国内共和党
鹰派诟病，这些人一直主张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安全团队经历
多轮变动，候任国务卿蓬佩奥外交立场强硬，而
上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则是
知名“鹰派”人物。化学武器既是“红线”，也是
打击叙利亚的借口。咬住这一借口，博尔顿已
经展示其“战争鹰派”的做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新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描述了其中东政策的大致方向，即“美国不希
望中东被任何敌视美国的势力所主导”。在美
国眼里，这里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俄罗斯与伊
朗。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在中东采取了
一系列动作，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启动使馆搬迁计划，多次威胁退出伊核协议，
加强同沙特的同盟关系等等。此次叙利亚疑似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同时将
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指责二者是叙利亚的
背后靠山。

叶海亚分析，美国此举不仅是打击叙利亚，
同时也是打压伊朗，但她认为，美国还不会直接
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动手。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整、“通俄门”

调查步步紧逼的困局。
在自身团队方面，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来，核

心团队接连换人，尤其是今年3月更换了国务卿
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随着博尔顿走马上任，
团队继续面临人事洗牌，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
托马斯·博塞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纳迪娅·
谢德洛的辞职，让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再
度减员。

在外部压力方面，针对特朗普的调查仍在
深入。特朗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
住所等9日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
特朗普对此事的反应异常强烈。批准FBI搜查
的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通俄门”调查的

特别检察官穆勒正是由罗森斯坦任命。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人在各州

摩拳擦掌欲夺回失地。特朗普在国内可谓是前
有路障、后有追兵。从这一局面看，一场迅速且
简短的海外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焦点的
有效手段。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美为何急着对叙动手
□新华社记者 柳丝 杨臻

新华社利马4月14日电（记者 裴剑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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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
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
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极大成功”，打击了叙利
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利亚化武事
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确
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他说，叙
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将为
此付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日前据
称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府动武。美国东部

时间13日晚，特朗普宣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国、
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叙政府
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
击，这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际法的蔑
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
与安全。叙政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
对叙的此次袭击。

美称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27 时事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农历戊戌年三月初一

责任编辑 易焕军 视觉总监 崔建湘 美术编辑 张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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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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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刘济
美 黎云）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
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
行）》（统称共同条令）。记者从中央军委训
练管理部了解到，8项内容首次写入了新修
订的共同条令。

第一，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
令，通篇贯穿，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
下来。在新条令总则中，原文引用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四个意识”“三个维护”

“五个更加注重”和“四铁”过硬部队、“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为全面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规
化建设、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
指导和基本遵循。

第二，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
概括和系统规范。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
廉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
等10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强化官兵纪
律意识，增强纪律观念，进而在行动中自觉
遵照执行，确保军队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第三，首次对加强军事训练中的管理
工作作出系统规范，立起从严治训的新标
准。坚持全程从严，在《内务条令（试行）》
中专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在《纪律条
令（试行）》中明确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降
低战备质量标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
求等违纪情形的处分条件。

第四，首次集中规范军队主要仪式，明
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对
升国旗、誓师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

艇、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升（授予）
军衔、首次单飞、停飞、授奖授称授勋、军人
退役、纪念、迎接烈士、军人葬礼、迎外仪仗
等17种军队主要仪式进行了规范，并在多
种仪式中明确，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以
增强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家庭成就感。

第五，首次明确设置军队仪式中的“鸣
枪礼”环节。在为“参加作战、训练和执行
其他重大军事行动任务牺牲的军人”举行
葬礼仪式，以及纪念仪式中设置“鸣枪礼”
环节，并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实施
步骤、动作要领等规范，以更好地表达对烈
士的褒奖、悼念和尊重。

第六，首次明确了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
求。条令明确“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
练标准，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把训练
标准转化为对每名军人的强制行为规范，体现
了对新时代军人素质形象的更高要求。

第七，首次对军人和军事单位的网络
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范，为部队管理提供
了依据。新条令取消了因工作需要并经团
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限
定条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
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对使用
人员的姓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
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QQ号等进行登记
备案”。明确“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
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
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第八，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哺乳期
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宿，家不在驻地
的可以安排到公寓住宿”。新条令对涉及
官兵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也作了更加
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修订中的8个首次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拜尔宰区，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
任赛义德在遭袭的科研中心前接受媒体采访。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的
拜尔宰区，一处科研中心成为14日凌晨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目标之一。袭
击发生后，记者看到成片的建筑已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像是一座正在焚烧
的大垃圾场……“假如真有化学武器，我们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站在废墟旁，
该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发出这样的质问。 新华社 发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
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
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
的任务，红军领率机关经过几个月的紧
张工作，编写了我军第一部纪律条令，即

《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并于
1930 年 10 月正式颁发全军施行。遗憾
的是，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艰苦的革
命战争年代遗失。

1933 年 8 月，中国工农红军编写和
颁发了《纪律暂行条令》。这部条令仅有
4 章 18 条，其中有 13 条是规范奖惩的。
条令深刻地指出：“军队纪律的要素就在
于服从”，军纪是“军队的命脉”“白军的
纪律是建筑于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之上”

“我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工农群众自己利

益之上”。由此划清了两种不同性质军
队纪律的界限，把我军的纪律与我军的
性质和宗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36年
8月，红军到达了陕北，为进一步巩固部
队，做好迎接新的斗争准备，制定发布

《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这是我
军历史上第一部《内务条令》。

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于1939年5月、
1942年2月、1943年10月先后三次修订
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令》，对严
明军纪、严明赏罚，保证作战任务的胜利
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从战争环境进
入到和平建设时期，由农村进驻城市，军
队建设进入高级阶段，军队建设的现代
化要求大力加强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
把统一全军的纪律和制度作为刚刚成立

的军训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朱德总司
令、聂荣臻代总长于 1950 年夏指示，要
在几个月内把《内务条令》《纪律条令》

《队列条令》编写出来。
为了编写好我军第一部《队列条

令》，总部还从华北军区调来一个新装步
兵连，在北京天坛公园进行了一个月的
演练，彭德怀亲自审查了从单兵到连的
队列动作。当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
承亲自组织三大条令的审查修改。1951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签署命令，颁布全军
试行。至此，我军共同条令的体系形成，
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基本的法规依据。

我军三大条令从20世纪50年代到
90年代共修订和颁发8次，内容也日渐
完善。1951年颁发的共同条令经过两年
试行之后即进行了修改，由彭德怀主持
军委会议审议后呈报毛泽东主席，毛主
席逐段审阅，重要地方亲自作了修改，不
到一个星期就批回来了。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于 1953 年 5 月颁布全军施行。
1957年8月颁布的共同条令，根据叶剑英

元帅的调研和建议取消了禁闭处分，体
现了我军以说服教育为主，注重培养自
觉纪律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
我军于 2002 年对《内务条令》《纪律条
令》做了局部修改，于2010年再次对《内
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作了全
面修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总揽全局，
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时代，形成了
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
了科学指南。2018 年 4 月，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中国人
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
放军队列条令（试行）》。此次新条令的
颁布施行，对我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我军共同条令的发展历程

▶相关链接

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北侧，人们手
持标语抗议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美国总
统特朗普美东时间13日晚下令美军联合英国、
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以作
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
回应。 新华社记者 杨承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