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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

的战斗中。
“我是党员，让我去！”各地共产党员主动请缨，冲锋在

前。无数积极分子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在抗疫一线庄严宣
誓。

邓练贤、叶欣、陈洪光、梁世奎、李晓红……医务人员以生
命之躯迎击病魔，不惜献出生命。

与疫情赛跑，为生命接力，全国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合力
攻关，不到10天时间启动8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

全民共同参与群防群控，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成效卓著，
受到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
扬。

非典期间，生命之爱、同胞之爱、祖国之爱在世间涌动
——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有谁能置身事外？”
“这是非常的考验，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何惧灾难险

阻！”
处处真情涌动，全国团结一心。

在这
场同严重
疫情的殊
死 较 量
中，中华

民族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筑起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

和衷共济 八方支援
——迎难而上创奇迹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春天。
“北京，我们支持你！”非典期间，河北向北京运送救援物

资的车上贴着这样的条幅。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河南、海
南……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不舍昼夜生产援助物资。

一位在医院坚守的医生收到女儿的来信，让她放心。女
儿放假在家，老师和邻居经常前来看望，还送来水果和饭菜；
有的同学专程赶来，陪她女儿打球聊天。

在广州，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献钱物，慰问医护人
员，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帮助康复患者调整心态，对非典患
者家属进行心理辅导，为刚刚解除隔离的家庭子女补习功课，
有力地支援了非典防治工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施封闭隔离当天，隔离带外的人行
道旁，挂满了中国结、黄丝带、千纸鹤和卡片，寄托着人们对早
日战胜疫情的希冀和祝愿。

2003年4月24日，4000名施工人员、500台施工机械开赴
北京小汤山，仅7天7夜，便奇迹般建造起一座拥有1000张床
位、当时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为世人所惊叹。

从4月15日到4月19日，短短几天时间，中国科学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就研制成功1小时检测试剂盒。

远在挪威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为祖国的抗疫故事所感动，

在一封来信中写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但
有鲜花和掌声，更会有荆棘和风雨。祝祖国百折不挠、愈挫愈
勇。

弘扬精神 赓续魂灵
——凝聚力量赢胜利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非典期间彰显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

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伟大精神，不仅鼓舞中国人民携手共
克时艰，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在此后继续迸发出磅礴的精
神伟力。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参照当年
“北京小汤山”模式，武汉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国
奇迹”再次震惊世界。

舍生忘死，义不容辞。危急时刻，伟大精神之光再次闪耀
大江南北。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无数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
不少参与过小汤山医院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毅然
奔赴武汉，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神州大地，一个个
英雄故事催人泪下。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跨越时空的抗击非典伟大精神，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

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积聚起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
大力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将引领我们不断披荆斩棘、攻坚克
难，赢得一个个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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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问题演变表明外来军事干涉最终会以失败收场
新华社联合国9月7日电（记者 王建刚） 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 7日在安理会“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开会上指出，阿富汗问题最近
的演变表明，外来军事干涉、强加“民主改造”方案，
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制造更多矛盾，最终只会以
失败收场。

戴兵表示，有关国家从阿富汗仓促无序撤军导
致喀布尔陷入混乱和动荡，酿成重大人道灾难，给阿
富汗人民留下成堆问题。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兑
现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不能把责任推给阿邻
国和国际社会。

戴兵说，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充满挑战，各类传
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新冠疫情在全球持
续肆虐，进一步放大了关乎和平与安全的不确定和
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要实现持久和
平和普遍安全，就必须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他强调，当务之急仍然是团结抗疫。新冠疫情
不仅威胁全人类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也会成
为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确保人人获得疫
苗是检验多边主义有效性的试金石。中方呼吁有关
国家停止“疫苗民族主义”，以实际行动为疫苗的全
球可及和公平分配作出贡献。

戴兵说，在“9·11”事件 2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
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根本消除，打击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反恐
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反恐，是对国际反恐合
作大局的最主要干扰，必须加以摒弃和抵制。

在谈到气候变化时，戴兵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关
乎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共同
但有区别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等重要共识，
中方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好环境
挑战。

戴兵最后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
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来，中国一直是真正多
边主义的支持者、践行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
推进联合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中方
有信心、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
献。

德国7月工业产出环比小幅增长
新华社柏林9月7日电（记者 朱晟 张雨花）

德国联邦统计局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
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 7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1%。

数据显示，当月德国能源业产出环比下降
3.2%，建筑业产出环比增长 1.1%。去除能源和建筑
业后，7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1.3%。

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将 6月工业产出环比降
幅从1.3%调整为1%。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工业生产在第二季度持续下降之后，第三季度开局

“良好”。
德国联邦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

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7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增
加 3.4%，新订单数量为 1991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水
平。

日本上调二季度GDP增幅
新华社东京9月8日电（记者 刘春燕） 日本内

阁府 8日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上升0.5%，按年率计
算增幅为1.9%，与初值相比小幅上调。

根据内阁府 8月 16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第
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上升0.3%，按年率计算增
幅为1.3%。

修正数据将第二季度个人消费和企业设备投资
环比增幅分别由0.8%和1.7%上调至0.9%和2.3%。

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内需
对二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由0.6个百分点提升至0.8
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保持负0.3个百分点不变。

印尼监狱火灾致41人死亡
新华社雅加达9月8日电（记者 汪奥娜） 根据

印度尼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雅加达近郊唐格朗镇
一座监狱 8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 41人死亡、80人
受伤。

雅加达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于凌晨2时20分，一
小时后被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
判断可能与电线短路有关。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
疗，其中8人伤势严重。

印尼法律和人权部发言人丽卡·阿普兰蒂当天
表示，发生火灾的监狱单元房过于拥挤，关押了122
名犯人，实际设计承载量仅为40人。

美国不仅有人口贩运的黑暗历史，更有人口贩运的糟
糕现实。同庞大的人口贩运产业相比，美国打击人口贩运
的努力苍白无力。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所谓年度“贩运人口报告”，对其
他国家横加指责，肆意污蔑抹黑，却无视自身在人口贩运问
题上的斑斑劣迹，将本国列入“表现最好的第一类名单”。
美国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炮制此类充斥虚假信息，毫无底线
美化自己、丑化他人的“报告”，改变不了其自诩的“人权灯
塔”下“灯下黑”的真实状况，只能让世人再一次看清美国打
着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的险恶用心。

美国在发布报告时声称“致力于在全球推进美国人所
享有的安全、繁荣与价值”，这种说法大言不惭，无疑是在打
自己的脸。在长达600多页的报告中，美国只用不到半页纸
轻描淡写自身的问题，表现出选择性健忘的老毛病——美
国不仅有人口贩运的黑暗历史，更有人口贩运的糟糕现
实。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人权教师爷”和“人权判官”。

美国的起家与血腥残暴的奴隶贸易直接相关，这一罪
恶历史永远无法洗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长距离强迫人口流动。1619年，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

黑人被运抵北美詹姆斯敦，开启了黑人在这片“新大陆”惨
遭奴役的血泪史。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
1514 年至 1866 年间，累计有超过 1250 万非洲人被贩运到

“新大陆”，这还不包括在途中死去的很多人。美国1776年
独立时蓄奴仍是合法的，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都
是奴隶主。甚至1865年美国宣布废除奴隶制后，南部多州
还颁布一系列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或其他歧视性政策的法
律。时至今日，美国仍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成为导致美国
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之一。

美国喜欢对他国指手画脚，但自己国内，人口贩运、强
迫劳动却无处不在。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北极星计划”统
计，2007年底至2019年底，向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报告
的案件共有63380起，其中2019年报告人口贩运案件11500
起，涉及受害者22326人。过去5年，美国所有50个州和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报告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案件。
该组织表示：“尽管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它们可能只是实
际中的一小部分。”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统计，美国至少有50
万人遭受现代奴役并被强迫劳动。受害者既有本国公民，
也有来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外国公民，甚至包括妇

女、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美国学者犀利地指出，现
代奴隶制依然在美国普遍存在，“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
式”。

同庞大的人口贩运产业相比，美国打击人口贩运的努
力苍白无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
的《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美
国司法部发现潜在和已确认人口贩卖受害者8913人，而几
乎同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立案调查的
案件仅2183件，遭起诉人数仅386人。有美国媒体指出，直
到2000年颁布《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人口贩运在美国
才被视为非法行为并被列为联邦犯罪。美国《财富》杂志一
针见血地指出：“人口贩运在美国不仅是流行病，更是大生
意。”由于美国人口贩运产业链利润丰厚，加之监管不力、立
法不全、执法不严，不法分子与相关利益集团屡屡铤而走
险，人口贩运产业在美国长盛不衰。

人口贩运问题，只是美国自身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沉
渣泛起，少数族裔、原住民、难民、移民遭遇的系统性歧
视现象更加凸显……在自身糟糕的人权记录面前，在美国
民众正在承受的苦难面前，美国哪里来的底气去打“人权
牌”干涉别国内政？毕竟，丑化别人美化不了自己，只会
让自己的形象越抹越黑。美国真正该做的，是反躬自省，
切实纠正自身犯下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等人权罪行，真
正在国内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让美国人民真正享有“安
全、繁荣和价值”。

（《人民日报》2021年8月20日）

美国没有资格充当“人权判官”
钟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9月8日，参观者在大疆展位观看展品。
当日，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在厦门开展。除展会外，主办方还设置了专业论坛、企业交流、项目对接等多项配套

活动，着力搭建集成果展示、项目对接、合作洽谈于一体的高端经贸服务平台，为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提供
更多机会，创造更多可能。 新华社记 者 林善传 摄

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在厦门举办

9月8日，在墨西哥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一家
医院的病患和医护人员在地震发生后转移到室外空
地。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7日发布消息说，墨南部格
雷罗州当天发生7.1级地震。震中位于格雷罗州阿
卡普尔科市西南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

新华社发（赫苏斯·埃斯皮诺萨 摄）

新华社石家庄9月8日电（记者 李继伟） 为切实做好离
校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9月8日，中国残联与人
社部、教育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共同启动了 2021年离校未就
业残疾人毕业生专项帮扶活动。

活动以“助力梦想，智选未来”为主题，来自京津冀地区的
50多家企业和数百名应往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对接了就业意
向。活动期间，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外企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国华众联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约了“高
校残疾人毕业生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战略合作，北京外企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和北京国华众联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设立了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培训就业专项
基金。

据悉，2021年，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是历年残疾人毕
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本次就业帮扶活动的开展，标志着全
国离校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帮扶活动全面启动。“离校未
就业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活动非常重要。”中国残联主席张
海迪说，就业可以让残疾青年得到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奉献
青春力量，也能实现个人美好理想，中国残联将以高度责任
感配合相关部门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为更多残疾人创造光
明前景。

中国残联与人社部、教育部共同启动2021年离校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专项帮扶活动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
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8日发布消息，近日，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
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
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
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
部署。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
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
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
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
员 和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行 贿
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
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
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
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
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
品 、 帮 扶 救 灾 、 养 老 社
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
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
行为。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
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
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
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
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
障企业合法经营。要从严
把握相关措施的适用，依
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
权 的 措 施 ， 严 禁 滥 用 留
置、搜查、技术调查、限
制出境、拘留、逮捕等措
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
押、冻结涉案人员和企业
的财物。要充分研判使用

办案措施的后果，将采取措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
的影响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
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
或者案例等方式，指导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
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中准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做好
同类案件的平衡。纪检监察机关要与人大机关、政协机
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行贿
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
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
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加大查处行
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
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
守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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