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彭况 张丹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多国人士对白皮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减贫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
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有益经
验值得学习借鉴。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吉尔吉斯
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拉特别克·伊马纳利
耶夫认为，中国为全世界消除贫困作出
重大贡献。中国减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伟大
胜利，这一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
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成功实施
的改革。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京培表示，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如期实

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说明中国共产党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希望世界各
国从中国的脱贫经验中获益，携手共建没
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哈桑·阿布卡斯莫夫表示，中国减贫的成
功实践表明，与贫困作斗争最重要的是
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只要一个国家
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并付诸有效行动，
就能够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
美好前景不断迈进。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艾哈迈德·
瓦利认为，从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具有
强烈的使命感。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中
国从容应对并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值得
很多国家学习。

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认为，中

国减贫事业创造了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这是人类伟大的历史成就”。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指

出，中国的减贫实践给菲律宾带来重要
启示，那就是减贫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离
不开民众的合力、离不开改革的决心。

乌干达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保罗·拉库玛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实施了
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减贫提供了保障。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
中心主任汤之敏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下，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这让人们看到，中国坚
持开放包容、致力发展繁荣，愿与其他国
家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减贫事业历史性成就带给世界重要启示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许
可、郑明达）针对美方近日借人权问题发
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的
恶，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检
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6日表示，在涉
及到美方关切的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
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上，
美方的举措是有意义的。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我们多次说过，所谓新疆‘种族灭

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谎言。”赵立坚
说，美方越是“孜孜不倦”地炮制涉华人
权谎言，伪装成人权“卫道士”，越说明
它对自己积重难返的人权状况心虚不
已，只能靠将脏水泼向别人以转移视
线。“这套蒙蔽世人的伎俩不会得逞。
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
的恶，历史和现实都已记录下它侵犯人
权的条条罪状。”

赵立坚列举了美方侵犯人权的几
条罪状。第一宗罪是殖民主义。他表
示，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
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罄竹难书的种
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美国在建国

后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
逐、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人口
从 15 世纪末的 500 万骤减至 20 世纪初
的 25万。

第二宗罪是种族主义。赵立坚说，
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
续性的存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
员会早就指出，美国非洲裔在健康、就
业、教育和公平审判等方面的权利面临
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疫情暴发以来，针
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从去年 3月以来增长
了 150%。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时，有 110 多个国家
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要求美国
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系统
性问题。

第三宗罪是输出动乱。赵立坚指
出，2001 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 80个国
家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
事行动夺去超过 80万人的生命，其中平
民约 33万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
许多国家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美西方支
持策动“阿拉伯之春”，造成了西亚北非
很多国家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是干涉主义。赵立坚说，
美国多年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无视《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内政原则，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美国
还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导
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试问：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若国家主权沦丧，人权又怎
能保障？”

第五宗罪是双重标准。赵立坚说，
美方无视新疆发展繁荣的现实和 2500
万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事实，仅仅依据
几个所谓伪证人的说法就随意给中国扣
上“种族灭绝”的帽子。在谈到美国政府
如何对待本国穆斯林时，赵立坚说，“9·
11”事件后，一些美国城市的穆斯林社区
甚至发生打砸洗劫清真寺等极端行为，
穆斯林群体成为白人暴徒的袭击对象。
2017 年，美国上届政府出台“禁穆令”，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专门针对穆斯林
群体颁布禁令的国家。美国一项民调显
示，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
国面临歧视。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边自
欺欺人标榜自己是所谓的“人权楷模”，
一边肆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
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
“我们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
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
切实措施加以改进，而不是对别的国家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外交部发言人揭批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6日电 （记
者鲁金博）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6日
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本月开
始对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战备检查。

绍伊古说，本次战备检查计划涉及
军事管理机构所有分支机构和各军兵
种，将于 4月份内在 101个靶场和 520个
训练基地举行 4048 场不同级别的战备
演习。俄所有军区和北方舰队等将参与
演习，演习地域包括北极和远东堪察加
地区等。

俄罗斯开始

大规模军事战备检查

据新华社德黑兰4月7日电 （记
者高文成）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 7日证实，伊
朗“友谊”号货轮 6日在红海海域吉布提
海岸附近发生爆炸。

报道援引哈提卜扎德的话说，爆炸
造成船体轻微损伤，未造成人员伤亡，事
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伊
朗货轮爆炸系遭到以色列方面的袭击。

伊朗外交部证实

一艘货轮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喀布尔4月7日电 （记
者史先涛）阿富汗国防部 7日发表声明
说，阿政府军在过去 24小时共击毙 68名
塔利班武装分子。

声明说，政府军在赫拉特省、法里亚
布省、法拉省、巴达赫尚省、昆都士省和
坎大哈省等地展开打击塔利班武装分子
的行动，共击毙塔利班武装分子 68名，
打伤 64名塔利班武装分子。政府军还
拆除了211枚简易爆炸装置。

阿富汗政府军击毙

68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本报讯 赵炳森、特约记者汪学
潮报道：当地时间 4月 2日，位于马里
东北部的一座联合国营地遭到极端分
子袭击，导致乍得特遣队 4名维和人
员死亡、多人受伤。

当天 18时 10分许，我第 8批赴马
里维和医疗分队接到批量救治任务
后，立即启动急救预案，在队长郭洪德
的带领下，出动所有警勤和空运后送
组队员并携带相关医疗救护器械，乘
坐 3 辆装甲救护车前往机场前接伤
员。18 时 45 分许，两架米-8军用运
输直升机相继将 8名伤员运抵马里加
奥机场，空运后送组组长陈肇辉带领
队员迅速展开分类检伤，将伤员转运
至装甲救护车，并向我维和医疗分队
负责的中国二级医院报告伤员伤情。
与此同时，相关科室人员有针对性地
做好收治和急救准备。
“这是我们批量收治战伤伤员最

多的一次。”郭洪德说，检查伤情发

现，这 8名伤员有着不同程度的开放
性枪伤、贯通伤、闭合骨折、开放性粉
碎性骨折等战伤。伤员刚一抵达医
院，副队长刘轶宁立即组织医护人员
对伤员进行止血包扎、石膏固定等处
理和紧急手术救治。

记者了解到，其中两名伤员伤势
严重，一名伤员左小腿贯通伤，胫骨远
端粉碎性骨折，医护人员紧急对其麻
醉、清创，并进行外固定架固定，尽可
能维持了胫骨长度。另一名重伤员臀
部受枪击，弹头斜下行至左大腿前外
侧，X光检查发现有弹片残留，因为伤
口路径长，周围有股动脉、坐骨神经等
重要组织，立即送入手术室进行清创
及相关救治。经过 6 个多小时的救
治，在没有造成任何副损伤的情况下，
成功将弹片取出。目前，这 8名伤员
仍在院接受治疗，伤情相对平稳。

上图：我维和官兵救治伤员。

黄 松摄

我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急救外军遇袭伤员

新华社维也纳4月6日电 （记者
于涛、李骥志）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
方会议 6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会后多方表
示，会议具有“建设性”。

当天下午，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政
治总司长级会议在维也纳大酒店举行。
会议由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主
持，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俄罗斯、英国、
法国、德国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常驻维
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出席。

据报道，尽管美国总统伊朗事务特
使马利也率代表团抵达维也纳，但因美
国已退出伊核协议且伊方拒绝与美方直
接对话，美方代表未出席此次会议。欧
盟代表作为调解人与各方进行磋商，再

通过“穿梭外交”的方式沟通美国和伊朗
方面的意见。

莫拉 6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
次会议具有建设性，与会者的愿望一
致，目标宏伟，都希望开启联合外交进
程，由两个专家组来负责执行核协议与
解除对伊制裁事务。莫拉说，作为协调
员，他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
方分别磋商。

据伊朗外交部 6日发表的声明，阿
拉格希在会议上表示，美国解除对伊制
裁是美重返伊核协议的第一个也是最必
要的步骤。伊朗已准备好在核实制裁解
除后，立即撤销减少履约的举措，完整履
行伊核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尽管美方此次没有与伊
方直接对话，会议仍是具有建设性的一
步。他同时表示，美方拒绝伊方提出的
美国应首先解除对伊所有制裁的立场，
但对与伊朗直接对话持开放态度。

2015 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
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 年 5月，美国
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
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以
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今年 4
月 2日，伊核协议相关方代表举行视频
会议，决定在维也纳继续召开会议，讨论
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议在维也纳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疫苗

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

道德考验”。面对这种考验，一个负责

任大国应该交上怎样的答卷？随着中

国交付和援助的新冠疫苗在中东各国

陆续接种，中东地区民众纷纷竖起大

拇指，表达对中国疫苗的信心与感谢。

在全球疫情依旧不容乐观的当

下，疫苗显然已经成为人类最终战胜

疫情的重要武器。在许多中东国家，

居高不下的疫情数据、薄弱的医疗体

系、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当地对于疫苗

的需求格外迫切。然而，即便是那些

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平稳的中东国家，

获取疫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至于那

些深陷冲突战乱或惨遭西方制裁打

压、连普通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都

成问题的国家，获取疫苗更成“奢望”。

在中东各国对疫苗深切渴望的时

候，一些多年来习惯于在该地区指手

画脚、到处刷存在感的西方大国，此时

却表现得格外“冷静”。一些拥有很强

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的西方国家不仅

没有积极向困难国家伸出援手，还通

过囤积疫苗和出口管制，人为地制造

“免疫鸿沟”。数据显示，占世界人口

16%的富裕国家拥有全球60%的疫苗，

某些发达国家的订购量是其人口的两

到三倍。

困境之下，许多中东国家纷纷把

目光投向东方，中国的担当作为赢得

了中东人民广泛赞誉。早在2020年6

月，中国就同阿联酋合作开展全球首

个新冠灭活疫苗三期国际临床试验，

随后巴林、土耳其、摩洛哥等国也纷纷

加入这场与病毒赛跑的试验。如今，

中国疫苗陆续运抵中东10多个国家，

成为阻遏疫情的重要力量。

中国不仅努力践行将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还通过向那

些处境艰难的国家援助疫苗履行国际

道义。中国援助的疫苗，成为巴勒斯

坦当时一次性收到的数量最多的疫苗

援助，也让伊拉克顺利启动了全国疫

苗接种计划，更让埃及卫生与人口部

部长哈拉·扎耶德感叹：这是“性命攸

关时刻的雪中送炭”！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全球抗疫的

艰难时世，让世界人民看清了，是谁在

国际社会制造混乱时总是“敢为人先”，

是谁在干涉他国内政时一直乐此不疲，

又是谁在需要体现国际道义和责任担

当时退避三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国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

济、携手并进，不管是分享抗击疫情经

验，还是开展疫苗研发合作、推动疫苗

公平分配，无不体现了对生命健康的最

大尊重、对人权的最大维护。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务实行

动，赢得了中东各国和世界人民的认

可。国际民意调查机构“阿拉伯晴雨

表”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

美国相比，阿拉伯国家民众更喜欢中

国。该机构认为，中国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帮助中东北非地区国家

抗击新冠疫情，在该地区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是全球

抗疫背景下中国担当的一个缩影。中

方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中方言必

信，行必果，目前已经并正向80多个国

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同时

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还在同10多

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

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携手跨越

“免疫鸿沟”。中国积极作为，彰显了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坚守和使命担

当，深刻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崇高理念。

（新华社开罗4月7日电 记者王
健）

中国不仅努力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还通

过向那些处境艰难的国家援助疫苗履行国际道义—

跨越“免疫鸿沟”的中国担当

中国疫苗助力全球抗疫

上图：4月6日，中国向黎巴嫩政

府和军队援助的两批新冠疫苗运抵贝

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图为

中黎两国人员在中国援助疫苗前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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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4月6日，塞尔维亚总统武

契奇在该国东部马伊丹佩克市鲁德纳

格拉瓦村卫生防疫站接种第一剂中国

国药集团灭活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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