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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学者撰文表示

中国共产党是过去百年最成功的政党
外交部：欢迎各界朋友继续关注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 王宾 许
可）就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近日涉中国共产
党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9日说，现在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共
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难，中方欢迎
各界朋友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继续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撰文表示，中国共产党
无疑是过去 100年中最成功的政党，其非
凡成就在于找到一种将巨大改革能力与中
国社会和文化深刻结合的方法。可以肯定
的是，基于过往的成绩、治理能力和变革能
力，中国共产党仍将是中国的领路人和设
计者。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
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把研究中国共产党
作为准确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党
史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最好教材。”他说。

汪文斌说，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同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
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
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目标。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人
民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从一个只有 50几
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 9100多万党
员、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的
大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
治理与创新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中国民众中的满
意度超过93％。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勇于改革创新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
的模板，更没有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社会主义
实践的再版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
坚持在实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
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中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绝不会吞下损害
国家利益的苦果，同时始终把为了人类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致力于

为促进人类进步发挥大国担当。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是联合国会
费和维和预算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
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
径。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减贫、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
力量，作出了中国贡献。

汪文斌说，马丁·雅克表示，在了解中国
共产党这件事上，西方做得极其失败。其
实，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难。只要不戴意识
形态的有色眼镜，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
度，就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准确了解真实的
中国共产党，进而进一步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们欢迎各界朋友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
继续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议院
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6 月 9日，针
对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 年美国
创新和竞争法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会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
路和内外政策，打着“创新和竞争”旗
号 ，干 涉 中 国 内 政 ，妄 图 遏 制 中 国 发
展。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该法案妄图以渲染所谓
“中国威胁”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以
人权宗教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科
技、经济脱钩等剥夺中国正当享有的发
展权利。法案表明，唯我独尊的偏执妄
想扭曲了创新和竞争的本意。在当前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大背景下，处处把
中国当作“假想敌”的做法，有违世界大
势，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声明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法案相关涉台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我们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新疆、西
藏、香港等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国干涉。

声明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神圣不

可侵犯，任何势力都不要指望中国吞下
损 害 中 国 主 权 、安 全 、发 展 利 益 的 苦
果。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客观理性看待
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立即停止推进审
议该法案，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破
坏中美关系大局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
合作。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 王
宾 许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9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刚
刚通过的所谓“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
争法案”涉华内容歪曲事实，充斥着冷
战零和思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刚刚
通过所谓“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
案”，其涉华内容歪曲事实，诋毁中国
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渲染“中国威胁
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在台湾、
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与中美
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
望背道而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怎么发展，怎么提升自己的
‘竞争力’，是美国自己的事，但不要拿
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汪文
斌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
把自己的事办好，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我，让
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谁也不能剥夺中国人民享有的正当发
展权利。”他说。

汪文斌表示，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
关系，停止推进有关议案，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免损害中
美关系大局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汪文斌说。

撕掉美式“规则论”的画皮
新华社记者 韩冰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打着维护“多边主
义”的幌子，反复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
这些所谓的“规则”究竟是什么规则，他们主张的“国际
秩序”究竟是什么秩序，维护的“多边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美方言语间常常闪烁其词，遮遮掩掩。

其实，人们只需将美方的言与行相对照，美式“规
则论”的荒谬不堪便看得清清楚楚。

其谬之一，推崇霸权至上、美国例外，肆意践踏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美方唯我独尊、破坏规则的斑斑劣
迹不胜枚举：在全球范围策动“颜色革命”，长期在拉
美、中东进行情报渗透、政权颠覆，多次对主权国家发
动战争，导致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至今动荡难
平，流离失所者难以计数。

其谬之二，对规则合则捧之，不合则弃之，公然违
背契约精神。一贯标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但需
要维持霸权私利时，就滥用国家安全等各种名义，不择
手段打压围堵，甚至设置“美国陷阱”，剥夺企业人士人
身自由。在伊核、应对气候变化、军控等问题上，多次
毁约“退群”，一意孤行。

其谬之三，奉行“双标”，混淆是非，指鹿为马，颠倒
黑白。美方长期以“人权灯塔”自诩，但美国人民实则远
未“免于歧视和恐惧”，种族歧视痼疾难除，数十万美国
人在新冠疫情中病亡，生命权和健康权遭到严重侵害；
对外，美方以“人权”为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包庇罪

犯，为极端组织“洗白”，翻云覆雨，煽动暴力。
其谬之四，大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将多边主义

圈子化、意识形态化。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
战略，胁迫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敌人”，不遗余力
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利益同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
巨大安全隐患。

其谬之五，撒谎成性、欺骗成瘾，毫无底线，令人不
齿。将“洗衣粉”说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资
助非政府组织“白头盔”摆拍视频以抹黑叙利亚政府，
使用假照片证明俄罗斯违反军控条约，捏造假报告抹
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

由此观之，美式“规则论”的真面目昭然若揭。其所
谓的“规则”不是追求公平合理的行为规范，而是旨在维
护美方一己私利的工具；其所谓的“国际秩序”，不是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的善意规划，而是利于美国掌控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势的霸权；其所谓的“多边主义”，不是推动全
球各方团结合作，而是唯美方马首是瞻的利益圈子。一
位美国学者日前公开指出：“美国应该诚实地承认，自己
就是认可‘强权即公理’和‘赢者通吃’。”

认清美式“规则论”的荒谬，有利于更加看清世界
通往未来的正确道路。国际秩序应以《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社会应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世界的前途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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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通过政治宣言

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
新华社联合国6月8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大会8日表决

通过关于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政治宣言。
政治宣言承诺，到 2025年，将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

控制在 37万例以下，将每年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控制在 25
万例以下，并消除与艾滋病病毒相关的一切形式的污名化与歧视，
实现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

根据联合国今年4月 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2019年全球新增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70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 69万，均大
大超过2016年制定的2020年双 50万目标。

8日通过的这一政治宣言承诺，将预防作为优先事项，确保到
2025年，有效的艾滋病综合预防方案涵盖 95％的有感染风险者；
承诺 2030年前实现“三个 95％”目标，即 9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能得到确诊，95％的确诊者能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及
95％的接受治疗者体内病毒受到抑制。宣言承诺，要确保到2025
年，至少有 34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获得药物、治疗和诊断；
2025年之前消除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

政治宣言还承诺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的资助，并加强全球团结，
到 2025年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艾滋病防治年度投资增至
290亿美元。

6月9日，在印度海得拉巴，警务人员头戴手持冠状
病毒造型的头盔、警棍和盾牌，以期提高人们对于新冠病
毒的防范意识。 新华社发

增强意识防范新冠

加拿大一男子开车
袭击一穆斯林家庭

特鲁多称其为“恐怖袭击”

新华社渥太华6月8日电（记者 李保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8
日将近日一名男子开车袭击一个穆斯林家庭的事件定性为“恐怖
袭击”。

特鲁多说，“这起由宗教仇恨引发的恐怖袭击并非偶然”，近年
来加拿大多次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反穆斯林恐怖袭击，表明加拿
大存在令人不安的宗教仇恨情绪。有毒言论、歧视和网络上滋生
的“极端主义”助长了这类恐怖袭击的发生。将取缔鼓励威胁公共
安全的“仇恨团体”。

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辛格6日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表示，加拿大
必须正视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此次汽车恐怖袭击以及前不久坎卢
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
的事件，让加拿大人无法否认他们的国家充满种族主义。辛格还谴
责加拿大一些政客“煽动民众”，利用种族主义获取政治利益。

6日晚，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一名 20岁男子开车冲向正在
人行道上散步的 5口之家，撞死 4人、严重撞伤 1人后男子开车逃
跑。警方随后将男子逮捕，此人被控四项一级谋杀和一项企图谋
杀罪名。警方表示，这名男子因被害者的“伊斯兰信仰”而起杀心。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仇恨犯罪中，很
多案件与宗教迫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