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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田林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中心地带，因
此贫困程度较深，在干部帮扶过程中，如何突破“数字
脱贫”樊篱，在“表册精准”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表册”之外，切实做到“一户一策”，使帮扶效益最大化，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催生脱贫源头活水。这个县帮扶干
部试行“联”“放”“引”“带”帮扶模式，一年多时间成效明
显。

一是拓展“联”字，问诊把脉。潞城瑶族乡马逻村共
439 户 179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2 户 256 人。因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该村同时建了平宜、板桃两座水库，

沿河良田全部被淹，山地贫瘠，可支撑产业发展的土地
较少。2016 年以来，田林县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填写《帮
扶手册》时注重问诊把脉，把大功夫下在与村委干部和
贫困户的沟通交流上，沉淀一颗真心，扩大“三同”效

果，在感情上与村委干部及联系户深度融入，以“一家
人”的角色抓帮扶，重新唤起群众的勤劳致富精神，增
强贫困户“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帮扶干部还建立贫
困户家庭成员联络 QQ 群或微信群，上级扶贫信息、扶
贫政策及时挂在群里共享。通过多种形式的广泛联络，

了解贫困群众所思所想，按照“一户一册”为贫困群众
寻找可持续增收门路，扩大帮扶“朋友圈”。

二是做好“放”字，腾出劳力。在深度贫困地区，贫
困户生产生活条件差，农业生产投入大、收益低，把劳
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脱贫致富十分困难。帮扶干部看到
其近邻国道 324 线的交通优势，动员贫困户将零星的田
地出租给当地能人，每亩田地 1000 元左右，相当于种植
农作物一年的收入，将劳动力解放出来，结合扶贫技术
培训，力争每户贫困户有一人以上掌握一门技术。同时

将所学的技术在就业中进一步熟练，就业能力进一步
提升。

三是抓好“引”字，多业创收。帮扶干部坚持引导而
不包办、帮扶而不越位、带动而不代替，引导贫困户做
他们想做、愿做的事，走他们想走、愿走的路。根据贫困
户需求，帮扶干部协助一些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办理了
每户 5 万至 10 万元的精准扶贫政府贴息贷款，利用贷
款这些贫困户办起了养殖场，跑起了运输，生活得到了
全面改善。

四是抓好“带”字，抱团致富。帮扶干部和村里的致
富能人一起带动贫困村民学习养殖技术，成立“八渡瑶
族乡百六村民兴林下养鸡合作社”，2017 年，合作社已
吸纳百六村及附近村屯的 56 户贫困户加入，带动百
六、八桃、平封、东朋、弄当 5 个村共同发展，有 12 个林

下养殖基地，建有鸡棚 54 个，占地面积约 2 . 7 万平方
米，现存栏肉鸡 32 万只，以每只鸡纯利润 4 元计，销售
总纯利可达 393 . 6 万元，户均增收 8 万元左右。

对于田少地少又不必易地搬迁的贫困户，帮扶干
部要当好信息员、服务员、引导员，加强“精神扶贫”，把
帮扶重点聚焦在贫困户
的技术培训和谋划创业
增收上，跳出“快餐式”

扶贫的藩篱，让群众走
出贫困，共同走上致富
路。

文/甘天龙

··广广告告··

美提“无条件”与朝对话，但政策实质未变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12 日说，美方

愿意与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时间可由朝鲜方
面决定，内容不限，“哪怕谈天气都行”。不过他
同时说，美国没有放弃动武选项。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蒂勒森强调美方外交
解决的努力，但这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朝
政策出现实质性变化。

【新闻事实】

蒂勒森当天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年终讲话、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
会共同主办的论坛上分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

蒂勒森说，美方愿与朝鲜无条件举行会
面，就双方可能愿意一起努力的事项订一份路
线图。

蒂勒森坚持认定，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计
划，但他同时承认，以弃核为条件寻求与朝鲜
对话“不现实”。他说，实现对话“需要一个安静
期”，朝鲜应暂停核和导弹试验。美方“完全不能
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将尽一切努力以外交手
段解决问题，但美国没有放弃动武选项。

就蒂勒森的表态，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
斯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没有改

变。“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变。”桑德斯说，朝
鲜的行为不仅威胁地区及世界安全，“对自身也
没有好处”。

【深度分析】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博
尔认为，蒂勒森提议无条件开始对话，虽然来得
晚，仍值得欢迎。为实现对话，美朝双方都应该
保持克制。

“对朝鲜而言，这意味着停止一切核武器和
弹道导弹试验；对美国而言，意味着停止军事演
习和战机(在韩国上空)穿越飞行，”金博尔说，
“如果这些活动不予克制，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
步升级。”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浩荣
说，蒂勒森的表态不意外，因为他一直主张外交
解决，提出“四不”原则，跟表态强硬的特朗普似
乎有“唱双簧”的意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高级访问学者王俊生
说，尽管蒂勒森强调外交解决的努力，但特朗
普政府对朝“极限施压”的政策实质没有变
化。

“考虑到特朗普个人决策的浓厚特点、
蒂勒森辞职风声四起、白宫和国务院在对朝
政策上有‘温差’等因素，蒂勒森的表态能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的对朝决策仍待观
察。”他说。

【第一评论】

解决半岛核问题，美朝是关键方，掌握着
半岛和平的“钥匙”。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依然深陷示强与对抗
的恶性循环，美朝双方能谈起来就是好事，就
是朝缓和局势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域内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共同提
出解决半岛问题的路线图，依据是中方关于并
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
轨并行”思路以及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暂
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再加俄方关
于分步走的设想。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 9 日在 2017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谈及朝
鲜半岛核问题时所说，和平的希望仍未湮灭，
谈判的前景依然存在，动武的选择绝不可接
受。

【相关链接】

朝鲜今年 9 月 3 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后，各方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展开穿梭外交。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10 月 10 日与蒂勒
森通电话时谈及朝鲜半岛问题，称俄方不容
许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强调应通过外交
手段化解分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11 月 17
日至 20 日作为特使访问朝鲜，同朝鲜劳动
党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双方就中朝
两党两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等共同关心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加强党际交往和沟
通，推动中朝关系向前发展。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
里·费尔特曼本月 5 日至 8 日访问朝鲜，与
朝鲜外务相李勇浩及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国
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就半岛问题交
换意见。费尔特曼认为，只有诉诸外交途
径，通过“真诚对话”，才能缓和当前的半
岛紧张局势，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
间是关键”。(记者：惠晓霜、闫洁、胡若愚；
编辑：王丰丰、孙浩)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70 岁的松冈环近 30 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一位日本女教师的“历史保卫战”
是什么让一名日本小学教师走上 30 年探

寻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漫漫长路？
是什么让一名柔弱女性面对日本右翼的

百般骚扰而矢志不移？
是什么让她坚持数十年揭露本国的侵略

历史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
为了历史真相绝不妥协，正是这样坚定的

信念支撑着现年 70 岁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
者、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

探寻历史真相

松冈环出生的 1947 年，是战后日本宪法实
施之年。她从关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成为大阪
府一所小学的历史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她认识
到日本的教科书在历史认识上有问题：书中极力
渲染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却绝口不提
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的加害历史。

在松冈环看来，教育应该培养孩子的公正
心，这样的教材令她不安。她开始查阅各种历
史资料，却发现了一个令她倍感震惊的事实：
日军侵华时曾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而
学历史出身的自己对此竟一无所知。

真相究竟是什么？怀着这样的疑问，她
1988 年 8 月 15 日首次来到南京，在那里参观
了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

那次南京之行，松冈环还见到了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第一次听闻被害者的证言。李秀英
为反抗日军强奸，被刺 37 刀，7 个月大的胎儿流
产。松冈环后来告诉记者，她听后心如刀绞。更
刺痛她的是，李秀英讲述完自己的惨痛经历后，
淡淡地表示“现在看到日本人还觉得不舒服”。

那时候，松冈环听不懂中文，但老人的表情
她读懂了。她终于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她暗下决心，要把这些
真相告诉日本学生。

从此，松冈环频频往返于日本和南京之间，

寻访日本侵华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中国的幸
存者难寻，亲历大屠杀的侵华老兵找起来更不
易。1997 年，松冈环在日本登报征集线索并开
设“南京大屠杀热线”，才终于获得了有关侵华
老兵的信息，开始了对加害者一方的取证调查。

2002 年，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寻找被封
闭的记忆——— 侵华日军原士兵 102 人的证言》

一书在日本出版。她还制作了基于各方证言的
纪录片《南京——— 被撕裂的记忆》。

不向压力屈服

松冈环坚持向孩子们讲述真相，揭露日本的
加害历史，也因此招来各种明枪暗箭。但这些阻
力和压力从未令她妥协，更不用说放弃。

右翼分子曾到她所在的学校滋事，四处散
发传单污蔑松冈环是“教给孩子们谎言的教
师”。令她失望的是，面对右翼的骚扰，学校和教
育委员会却不曾出面保护她。不仅如此，学校还

警告她不得教授教科书以外的内容，甚至以
降薪等手段相威胁。以致后来，学校不再让她
教 6 年级学生的历史课。

但即便不再教课，松冈环也继续坚持呼吁
学校进行公正的历史教育。她认为，现在日本
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完全不考虑受害者的感情，
这样的历史观不仅自私狭隘，还十分危险。

松冈环告诉记者，她致力于揭露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真相已有近 30 年，但日本这些年
对历史的认知却越来越远离真相，这令她很
失望。不过，巨大的社会压力也给了她坚持下
去的动力。

记忆不能抹去

今年 11 月 26 日，松冈环在大阪市举办
南京大屠杀 80周年纪念活动，能容纳 500人
的大厅座无虚席。只是，原本预定出席活动发
表证言的侵华老兵三谷翔刚在 9月份去世。

三谷翔曾在海军服役。日军攻陷南京
后，他随舰队抵达南京，目击了大屠杀的惨
剧。松冈环说，三谷翔愿意出来作证，是因
为他认为只有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和战争的
惨痛告诉世人，才能让人们更好地思考和平。
“我将继承他的遗愿，将真相继续传递下去。”

随着时间流逝，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
这令松冈环伤感不已。在松冈环家里有上百盘
录像带，记录着战争亲历者数百小时的证言。
她现在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正加紧把
这些“记忆”数字化归档。

松冈环的“历史保卫战”，仍在继续。
(记者王可佳)新华社东京 12 月 13 日电

▲ 2017 年 11 月 26 日，松冈环在日本大阪南京大屠杀 80 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言。新华社记者王可佳摄

新华社东京 12 月 13 日电(记者杨汀、邓
敏）“日本正在接近战争，这极其危险。”日本前
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前在其位于东京的事务
所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丹羽宇一郎于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日本驻华大使，是首位出自民间的驻华大
使，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他在今年 8 月出版
的新著《战争大问题》中对日本逐渐遗忘战争历
史、应对朝核问题、推动修宪等方面的危险动向
表示担忧，呼吁日本举国上下重新思考战争的

愚蠢和可怕，防止重蹈覆辙。
谈起这本新书，丹羽说，由于深感日本有遗

忘历史、再次走向战争的危险，从今年 2 月开
始，他陆续走访二战老兵、前防卫大臣、前自卫
队官员、军事评论家等，听取并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战争的真实情况。

丹羽说，日本目前的执政者中无人经历过
战争。前首相田中角荣曾教导新人议员说，如果
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执政就不用担心，也不用讨
论和平问题；而一旦政权中枢是未经历过战争

的人，就非常危险。现在的日本强硬论、好战主
张勃发，其背景正是政界和整个社会上经历过
战争的人越来越少。

谈及日本领导人在战后 70 周年谈话中仅
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
“反省”“道歉”，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
背负“谢罪的宿命”，丹羽说：“日本并没有对中
国进行了充分的道歉。在中国吉林省敦化市哈
尔巴岭，日军遗弃的数十万枚化学武器的清理
工作至今尚未完成，这些都是日本留在中国的

债。”
丹羽还对日本不断增加的防卫预算和日

益鼓噪的修宪动向表示担忧。他说：“日本是
个特殊的国家，经历过两次原子弹轰炸才结
束战争，制定了和平宪法。在和平宪法下至今
日本没有再陷入战争。宪法对日本而言非常
重要，绝对不能轻易触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
下，更有必要明确专守防卫的原则。但实际情
况却相反，当前修宪动向越来越明确，军费也
不断增加。”

日本举国应重新思考战争的愚蠢和可怕
访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布朗生前常说，为中国
保疆卫土的战斗尽一份力是
他的荣誉。他的女儿朱莉娅
告诉记者：“我父亲提起中
国人民时总是饱含深情。我
为父亲做的事感到无比骄
傲。”

投笔从戎 支援抗战

1939 年，预感到美国不
久将卷入战争，布朗中断在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业，加
入海军，成为为数不多能在
夜间起降于航空母舰的新
兵。两年后，布朗从海军退
役，在好友介绍下前往中
国，成为中国空军美国航空
志愿队一名飞行员。

这支志愿队由陈纳德将
军招募和指挥，成员近三百
人，为中国抗战提供空中掩
护。 1941 年 12 月 20 日，美
国航空志愿队首次对日作
战，以 9 ： 0 的显赫战绩大
败进犯昆明上空的日军战
机，“飞虎队”的美名开始
传遍神州。

“那时，许多飞行员离
开高中不过两三年。”布朗
今年春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回
忆道。

7 个月时间里，“飞虎
队”参与作战超过 50 次，击
毁敌机约 300 架。

“在保卫滇缅公路时，
一天晚上，一队卡车在颠簸公路上行驶的声音在山
间回响，就像日军轰炸机来袭。我所在中队立即响
起轰炸警报，我们纷纷起飞，还好只是虚惊一
场。”年近百岁的布朗记忆力不如从前，但飞虎队
的日日夜夜还是记得很清晰。

战争不会止于虚惊。 1942 年 5 月，怒江之战，

队友罗伯特·利特尔驾驶的战机在布朗机翼不远处爆
炸。

这些风华正茂的美国青年有的为中国抗战事业
牺牲，有的回国后成为将领、工程师、编辑、企业
家。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陆续辞世。

曾担任飞虎队地勤人员的弗兰克·罗森斯基现年
97 岁，居住在佐治亚州，是最后一位健在的“飞虎
队”成员。

工作狂人 眷恋中国

1942 年 7 月“飞虎队”解散后，布朗帮助中国
空军培训飞行员，还在“驼峰航线”飞行超过 1000
小时。战争结束后，他在美国继续中断的学业，先
后在上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取得了医学和法学博
士学位。

他的女儿贝姬告诉记者，父亲对中国感情深
厚， 98 岁时还在喝青岛啤酒。

只是，忙于学术和事业的布朗再也没有回到他
眷恋的中国。

“父亲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有一年感恩节
晚餐，他中途离开，去医院照看一名病人。”贝姬
说，布朗在医院工作到将近 90 岁时才退休。

布朗的六个孩子中，朱莉娅是唯一到过中国
的。她很喜欢那次旅行，中国文化对当时只有 19 岁
的她充满了吸引力，“有机会我一定要再去中
国”。

“飞虎队”协会执行秘书长莉迪亚·罗西说：
“在我的记忆里，卡尔和我的丈夫是非常好的朋
友。”她的丈夫迪克·罗西是“飞虎队”王牌飞行
员，也是“驼峰航线”飞行时间最长纪录保持者，
2008 年逝世。

莉迪亚说，“迪克每每有健康问题时就会给卡
尔打电话，总是能得到充满教益的答复。他们每个
月都会通话，彼此分享生活中的近况。”

“卡尔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做了一个选择自己
人生道路的人，”她说。 (翟翔)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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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2 月 13 日
原本是美国最后
一名“飞虎队”在

世飞行员卡尔·凯斯·布朗
的百岁生日。几天前，新华
社记者发邮件问候，却得
到噩耗：今年 8 月底，老人
的病情突然恶化，于 9 月
8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科克
伦市的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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