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国际时评

责任编辑：卫宁 德格吉日呼 版式策划：王艳艳 制图：王霞 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3国内国际新闻国内国际新闻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袁汝婷
刘芳洲

三湘大地，气象更新。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

子——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考察时这样强调。

一年来，变迁之歌嘹亮而绵长，此
山此水此人有多少变化的新故事？请
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近5个普通湖湘儿
女，听一听他们的新鲜事吧！

【镜头一】“海牛”入海
57岁的万步炎一头白发，他说这是

“大海的馈赠”。
万步炎每年都有几个月在海上度

过。有时累了，就在甲板上枕着矿泉
水瓶打个盹。这位湖南科技大学海洋
重点实验室主任，被称为“‘海牛’之
父”。

2021年 4月 7日，我国首台“海牛
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
南海 2060 米深海海底成功下钻 231
米，刷新世界纪录。

海洋中有丰富矿藏，通过深海钻机
钻探取样，可以研判储量、品位和矿体
形态。

1999年，万步炎第一次随科考船
出海，船载着一台花重金从国外租来的
钻机，漂了一两个月，一个样品也没取
到。

从0到1，只能靠自己。不久后，万
步炎率团队自主研发。那些年，他常常
干到凌晨两三点。

2003年，我国首台深海浅层岩芯
取样钻机在海底下钻0.7米，获得首个
岩芯样品。

0.7米、2米、5米、20米、60米、231
米！万步炎带领团队，从落后国外数十
年，一路跑至全球领先。

2021年，关键技术完全自主研发
的“海牛Ⅱ号”，以125项国家专利、4项
国际发明专利，在一片深蓝里，刻下自
主创新的志气。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

一年来，湖南坚持着力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2021年上
半年，湖南共实施111个科技创新攻关
项目，总投资200.8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2.2%，高出GDP增速
10.5个百分点。

【镜头二】游子归来
在外漂泊十几年的木工陈辉，决定

回家。
陈辉在东莞过了十几年戴口罩上

班的日子。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家具厂设备落后，空气中飘浮着大量灰
尘。

为了给孩子办开学手续，他回到老
家湖南郴州桂阳县。手续办完，陈辉听
说县里建了个产业园，去转了一圈。

没过多久，他和妻子就从东莞辞了
工，来到落成不久的湖南广东（桂阳）家
居智造产业园工作。

这一年，夫妇俩月收入超过1.5万
元。他们在县城买了房，下班回家只需
10分钟，最近打算买车。

在陈辉工作的湖南楚荣家具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也是返乡游
子。2016年，这位东莞桂阳商会会长
看准了家乡的区位优势，回乡建厂。

地处湖南“南大门”的郴州，是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这两年，大
批广东家具企业入驻桂阳县，在产业园
开工落地的已有53家。

产业在转移，更在转型升级——
宽敞明亮的无尘车间里，是120米

全自动生产线。陈辉再也不用戴口罩
上班了。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更加重视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活力，更加重视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新优势。

一年来，湖南充分发挥连南接北、
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主动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以承接产业转移激
活发展动能，区域协调发展蓝图铺展，
前景可期。

【镜头三】渔民“转身”
人生的下半场，曾经的洞庭湖渔民

刘明安决定换个方式与洞庭湖相处。
他出生在渔民世家，16岁开始打

鱼，一年大多时间住在船上。
坐拥“一湖四水”的湖南，97.6%以

上面积属于长江流域，在维护长江中下
游生态平衡中至关重要。自2020年 1
月1日起，洞庭湖开启为期十年的全面
禁渔。

“上岸了，我能干什么？”刘明安担
心退捕后没了生计。许多渔民有同样
顾虑。

提供社保、办招聘会、设置公益岗、
免费技能培训……当地政府想了许多
办法。刘明安虽不大情愿，终究还是上
交了渔船。

专场招聘会上，刘明安对一个收入
稳定的公益岗位心动了。2020年下半
年，他成了益阳市资阳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渔政中队的护渔员，每日驾船巡
湖，监督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科普禁
渔的意义。“如今水质明显好了，跳出水
面的鱼都多了。”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做好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
进长江干支流沿线治污治岸治渔，做好
渔民转产安置和民生保障工作。

2020年，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资
沅澧四水干流108个监测断面全部达
到或优于Ⅱ类；截至2021年9月，湖南
2.8万余名退捕渔民中，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意愿的1.9万余人全部实现转产就
业。

【镜头四】小店圆梦
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非洲咖啡

街”，咖啡师景建华的店在醒目的街
角。店面不大，生意却跨越万里。

高桥大市场，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
先行区的核心区。2020年8月，非洲咖
啡交易中心在此建成投入使用，景建华
的咖啡贸易版图由此起笔——

过去，要想采购非洲咖啡豆，只能
通过沿海贸易商订购，成本高，货源也
不稳定；如今，市场组织企业与非洲咖
啡庄园直接沟通选品、线上下单。

2020年冬天，景建华完成了第一
笔非洲进口的咖啡豆订单，来自“咖啡
的故乡”埃塞俄比亚。

中国市场是咖啡消费的蓝海。信
心满满的景建华开始盘算年内开10家
连锁店。“可以直接面对原产地选品议
价，成本降了30%，这就是我的底气。”

从业23年，这位咖啡师始终有个
朴素的梦想——以好喝又便宜的咖啡，
让更多人拥有“咖啡自由”。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强调，要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对外贸易
创新发展。

即将于长沙召开的第二届中非经
贸博览会，邀约采购商已突破 5000
人。今年1月至8月，湖南省对非洲进
出 口 248.7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比 增 长
43.7%。

【镜头五】心愿启程
22岁的向树芬即将开启人生新旅

程——她要上大学了。
这个湖南湘西州的苗族女孩，7岁

丧父，母亲出走，和爷爷、奶奶、妹妹相
依为命。她考上过县城最好的高中，却
因交不起500元学杂费而辍学，从此背
井离乡，辗转打工。

几年后，一个叫慈爱园的地方成为
她命运的转折点。

慈爱园是湘西州为解决散居孤儿
困境开办的福利机构。园长张薇听说
向树芬的经历，给正在餐饮店端盘子的
她打电话说：“到慈爱园来吧！我们帮
你回学校念书。”

向树芬咬牙埋进心底的求学心愿，
就这样苏醒过来。2016年 7月，17岁
的她入住慈爱园，不久后，进入湘西民
族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

今年5月，向树芬顺利通过专升本
考试，考入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将于9
月24日入学。

不久前，在“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
十八洞村的党旗下，她庄严宣誓，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就是想回报社会，
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我的今天。”

16岁那年，在外打工的向树芬写下
座右铭：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22岁这一年，她立志成为一个撑伞的人。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
题。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让每一个群体
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自2020年起，湖南建立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在中央财政资助范
围之外，为非贫困家庭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按475元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将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医疗救
助对象范围，参保费用由医疗救助资金
全额资助。

（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

这一年，5个人，多少新鲜事
新华社香港9月19日电 （记者

查文晔）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19日举
行，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举
行的首次选委会选举。

根据选举安排，投票于当天上午9
时开始，至下午6时结束，全港共设有
5个一般投票站及1个专用投票站。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9
日早上在巡视投票站后对记者表示，
此次选举将为香港带来新的局面，这
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
者治港”原则后的首场选举。这场选
举将为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和特区行政
长官选举打好基础。

今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决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
员会扩大到五个界别共1500人，负责
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
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
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在选委会
的1500个席位中，共有325人已获裁
定有效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并有
156 人获裁定有效提名为选委会委
员。另外，有603名候选人自动当选，
412名候选人于19日竞逐364个席位
（由于立法会议员尚未举行换届选举
以及部分当然委员身份重叠等原因不
足1500人）。

香港特区举行完善选举制度后的
首次选举委员会选举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
董瑞丰 邱冰清）记者从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获悉，截至 2021 年 9 月 18
日，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累 计 报 告 接 种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217404.3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
110084.2 万，其中已完成全程接种
102220.7万人，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
人口的78%。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
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
前列。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疫苗接种工作取得的进展，
充分体现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体现
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锐意进取的
精神。

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启动以
来，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安

排，创新多样化的服务形式，合理安排
接种时间和接种场地，积极做好沟通
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育，稳妥推进
接种工作。

2020年 12月 15日，我国正式启
动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2021年 3月下旬开始，加快推进国民
全人群免费接种；此后，“一老一小”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也稳步推
进……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让疫苗
最大程度惠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说，接种的人越多，疫苗起到的
保护作用越大，将为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流行奠定基础。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立足疫
情防控需要和群众需求，周密组织实
施后续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疫苗接
种人群覆盖面，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
11亿 超10亿人完成全程接种

□新华社记者 冮冶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
9月 18日，一个中国人不能忘却的日
子。每年的这一天，中国大地汽笛长
鸣，警示人们勿忘国耻，珍视和平。

翻开18日当天的日本六大报（《读
卖新闻》《朝日新闻》《日经新闻》《每日
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只有
《朝日新闻》有一篇社论提及这一让中
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让笔者感到，
对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民众的记忆存
在巨大温差。在当下，日本几乎无人关
注，更有众多年轻人不知9月18日为何
日。

《朝日新闻》这篇题为《多角度看历

史之重要性》的社论开篇发问：“9月18
日为何日？你知道吗？”

社论简要介绍了作为日军发动侵
华战争起点的九一八事变。文章说，从
那以后，日本陷入了（对华）全面战争的
泥潭。

社论说，在中国，9月18日被称为
“国耻日”。“但是，在日本，这一天根本
就没有被意识到。”社论提到86岁高龄
的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安川寿之辅每
年对日本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调查说，
很少有人能回答出这场战争是哪一年
开始的。

社论表示，比起被害一方的记忆，
加害一方的历史传承很难。更何况，能
讲述那段加害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

社论呼吁“多角度去看历史”，意在

提示人们不仅从本国、也要从他国视角
看历史，尊重史实。社论最后说：“9月
18日是个什么日子？希望不要忘记，要
牢记在心。”

关于被害与加害的记忆，在中国人
眼里就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历史记忆。
九一八事变，是日军侵华战争的发端，
而在那个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中国人
有更多苦难深重的记忆。与日本侵华
战争相关的还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
杀、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在战后的日本，对其加害他国的历
史意识淡漠。说起战火，日本人往往最
先想到的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冲
绳之战”等。有多少人能切肤感受到曾
饱受侵略战争之害，丧失家园、流离失

所、生命遭涂炭的中国人对历史的痛苦
记忆？

笔者25年前采访过当年参加侵华
战争的一些日本老兵，如今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不在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正
义感、能直视侵略史实、勇敢站出来讲
述加害历史的老兵越来越少了。但是，
他们是日本当年犯下战争罪行的见证
者，他们的证言还在。

历史的传承需要代代为续。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了解自己过去曾走
过的错误道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今
天的日本人不应无视加害历史，只有了
解至今仍深埋在中国人心中的战争受
害记忆，才能增进相互理解，建立稳定
的信赖关系。

（新华社东京9月19日电）

“九一八”断想

新华社巴黎9月18日电 （记者 徐
永春）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18日接受
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撕毁
与法国的潜艇合约转而与美英进行合
作，这一事件造成“严重危机”，反映了法
国盟友的“谎言”和“表里不一”。

勒德里昂说，他在美英澳正式宣布
消息前一个小时才被告知法澳潜艇合约
将中止以及美英澳的新谈判。这一事件
反映了法国盟友的“谎言”“蔑视”“表里
不一”和严重的信任缺失。

他说，法国召回驻美国大使是“法美
关系史上第一次”，这一重大政治举动表
明危机的严重性。法国将重新评估自身
立场，以捍卫自身利益。

勒德里昂说：“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要
求，北约已开始对其基础进行反思。在马德
里举行的下一届北约峰会将推出新的战略
理念。显然，刚刚发生的事件将会对其带来
影响。”但他未提及法国是否将退出北约。

勒德里昂强调说，美国此前突然从
阿富汗撤军就没有与盟国协商，再加上
此次潜艇合约事件，由此可见，“欧洲人
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捍卫自己的利益”。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宣布建立
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海军
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
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决定中止
此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采购12艘潜艇
的供应合同。法国外交部17日发表声明
说，应总统马克龙要求，法国决定立即召回
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进行磋商。

法国外长指责澳大利亚等
盟友“表里不一”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近日，中国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
罚个别虚假宣传的外资企业，某些美
国媒体便急不可耐地对此扣上一顶

“民族主义消费革命”的帽子，还妄称
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抬头。

这是美方操弄舆论、误导公众的
又一典型案例。通过炮制“民族主义
消费革命”这样一个误导性标签，将中
国合法合规的正常监管、有理有据的
严谨施政，歪曲成带有封闭排他色彩
的所谓“民族主义”行为，再辅以一些
名为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实为反华急
先锋的“歪嘴和尚”的胡言乱语，企图
把海外民众认知引入歧途。

乱扣帽子是美方混淆视听、抹黑
中国的一贯伎俩。在涉疆问题上，美
方给中国贴上“种族灭绝”“反人类罪”
的标签；在涉港问题上，美方污蔑中国

“削弱民主”“打压新闻自由”，把反中
乱港行径美化成“美丽风景线”；在病
毒溯源问题上，美方炮制“中国实验室
泄漏论”；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美方
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
的帽子……美式谎术花样不断翻新。

美方给中国扣的形形色色的帽子，
没有一个不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在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民众安居乐业，清
真寺的数量是美国的十多倍。在中国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给香港带来繁
荣稳定，事实充分证明，美方是打着“民
主”“自由”的幌子，行干涉中国内政之
实；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全球范围内，医

学界、政界人士多次直斥“中国实验室
泄漏论”不尊重科学事实；随着“一带一
路”持续深入开展，中外互利共赢的成
果日益丰硕，所谓“新殖民主义”“债务
陷阱”等谬论不攻自破。

美方何以给中国“扣帽子”成瘾？
因为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词，炮制一
个耸人听闻的标签，没有什么成本。而
以这种方式污蔑中国，手法相对隐秘。

“帽子”“标签”本身都已预设前提，往往
易于误导受众。德国作家吕德斯曾指
出，美国政府及利益集团非常善于通过
窄化信息来源、极化人们判断，来混淆
是非，左右公众的判断力。

美方还常常利用西方社会对中国
的无知和偏见给中国“扣帽子”，渲染
炒作对华的莫名恐惧。美国《行政情
报评论》周刊曾刊文指出，美国和欧洲
的大多数人对中国知之甚少，这使得
具有地缘政治动机的那些媒体和反华
游说团体支持者，能够相对容易地描
绘出一幅完全歪曲的中国图景。

然而，无论美方“扣帽子”的手法
有多少，“贴标签”的方式有多无耻，谎
言终究经不起事实检验，世人辨别美
方虚假说辞的眼睛正在逐渐明亮起
来。当美方污华反华的卑劣意图一再
被人们看清时，美国的国际信誉更是
随之坍塌，美方“谣言制造机”的丑陋
面目也更昭然于天下矣。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乱扣帽子是美方抹黑中国惯用伎俩

坚守岗位过中秋
9月19日，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公园内，防疫工作人员进行消杀工作。当日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新疆乌鲁木齐消防、交警、防

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比利时布鲁塞尔：欢乐民俗节
9月 18日，装扮成“巨人”的演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的民俗节活动上

为观众表演。当日，为期两天的民俗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及周边街区拉
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