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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新华社评论员
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讲，
对
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美方言论歪曲事
实，肆意诋毁中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
尊”
式傲慢与偏见，
让中美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外乎涉及四
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二是无
端指责中国对外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打
一耙，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任推给中方；四
是捕风捉影，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如此“系统性
抹黑”中国十分罕见，其势汹汹，大有兴师问罪
之意。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的
论调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既经
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积贫
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辛勤
劳动，得益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不

可能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和恩赐”。正
如《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所谓美国“重建了中
国”的说法不可信、不公平。从对外政策来说，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得到各方广泛认可。再怎么挖空
心思歪曲抹黑，也改变不了中国得道多助这一
现实。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是美国打响了贸易
摩擦的第一枪，美方才是“始作俑者”。而今，美
方领导人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华发难之意，两
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方的这种举动都深
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更是子虚乌
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方
主流媒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
英国《卫报》等均指出，美方指控没有证据。纵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扁担姐”麦琼方：
爱与责任一肩挑
多年来，她无数次用扁担挑着衣物翻山越
岭，送给山区的贫困孩子和老人，又把一个个山
区孩子的上学梦想“挑”出大山——广西百色
“扁担姐”麦琼方以她朴素而真挚的爱温暖人
心、感动世界。
39 年前，麦琼方 19 岁，是广西百色市人民
医院洗衣房的一名勤杂工。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来到一个深山村寨，老人小孩艰难的生活让
她内心很受触动。之后，她经常收集一些旧衣
物，购买一些食物，打包后送进山里。因为交
通闭塞，她常常只能搭车到半路，用扁担挑东
西进村。
“别人需要帮助，我就去帮一点，能帮到别
人我很快乐。”几十年下来，麦琼方挑坏了 18 根
扁担，送进山的旧衣物有几十吨，人们亲切地叫
她“扁担姐”。
这根扁担，还“挑”起了山里娃的上学梦。
遇到孤儿或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麦琼方总会
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上学，或者干脆把他们带回
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养着。

2000 年，麦琼方收养的孩子有 8 人同时考
上大学，大笔学费开支让她和丈夫犯了难。
“那
时我经常在家里偷偷地哭，因为实在凑不出来
这么多钱。”麦琼方说，后来她家五兄妹的房产
证都拿去抵押，
“绝不能让孩子们辍学。”
2005 年，麦琼方的丈夫意外去世，她觉得天
都塌了。看到满屋子的孩子和老人，麦琼方知
道自己不能倒下。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麦琼方
甚至打起了三份工。
这些年来，麦琼方收养、资助的孩子，先后
有 80 多人成为大学生，有的考上了清华、北大等
名校。
麦琼方的义举影响着人们，越来越多的爱
心人士聚拢在一起。
让麦琼方欣慰的是，
她养育的很多孩子都热
心公益，也组建起爱心网络开展各种扶贫活动。
她养育的孤儿黄俊，高中毕业后入伍当兵，为救
掉进冰窟窿的两个小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麦琼方家的墙壁上，一张张爱心纸条满满
地写着孩子们对她的祝福。

新时代担当作为典型风采

新泰市委书记刘钦海：
“干部敢担当才能让群众少跑腿”
初秋时节，走进山东省新泰市，一幅城市生
态画卷徐徐展开：蓝天白云下，山环水绕，绿地
如茵。如今的新泰，已从昔日“煤城”转变为一
座产业布局多元，宜居宜业的美丽之城。
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近年来，在市委书记
刘钦海的带领下，新泰市立足产业结构更新和
放管服改革，迈上了“滚石上山”
“ 爬坡过坎”的
转型之路。
近年来，光电产业在新泰异军突起，记者在
新泰市光电科技产业园看到，新泰市初步形成
了光源、芯片、封装、LED 显示屏研发生产的完
整产业链。这一成果得益于四年前刘钦海牵头
引进山东晶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并通过帮
扶培育，使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以此带动配套产
业链发展。此后，华夏恒彩、巴科光电、三彩显
示等光电产业上下游企业纷纷落地。
“‘招新’不是‘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而是引
进一个大项目，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引领产业链
发展。”刘钦海说。
近三年，新泰市每年招引过亿元项目都在
100 个以上，主营业务利润过千万元企业超过 50
家，昔日“煤城”正发生产业“蝶变”。
企业落地，人才落户，考验的不仅是城市招
商引资水平，更是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刘钦

海带领新泰市的放管服改革跑出了“加速度”。
群众和企业办事方便的背后，是刘钦海屡
次到政务大厅暗访，发现问题所在。新泰市政
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燕告诉记者，针对群众办
事到底能不能一次办好，刘钦海曾六次到政务
服务中心暗访调研、现场办公。有次暗访，听到
群众在不动产登记窗口抱怨排队等了一个多小
时，刘钦海迅速推动解决。政务服务中心通过
增设窗口、延长工作时间等方式，基本把群众办
事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能不能干好是能力问题，敢不敢担当是态
度问题。”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刘钦海常提到的
一句话。
“ 刘书记一直强调干部的责任，只有敢
于担当，才能有所作为。”新泰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编办主任郭俊杰说，无论是招商引资、生态
保护还是放管服改革，正是由于新泰市形成了
担当作为的土壤，才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经济更强、百姓更富、城乡更美，文明程度
更高，党政干部更担当。”这是刘钦海上任以来
所绘制的新泰市发展蓝图，在他的坚守与奉献
中，新泰市的转型发展势头向好。
“ 老百姓的事
就是天大的事，党员干部必须带头担当作为，这
一点永远不能忘。”刘钦海说。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万元月薪招募送餐员
辽沈晚报现在沈阳市和平区、沈河区、浑
南地区开展美团送餐业务，急需送餐员 200 人。
待遇：
1、每 单 6 元 到 8 元 。 努 力 干 月 薪 可 达
8000，废寝忘食，万元月薪很常见。

2、提供住宿，充电。
要求：
1、45 岁以下，服从管理。
2、吃苦耐劳，无刑事犯罪记录。
电话：22536522 13700008116

观国际关系史，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主权、干
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国际社会早已看得
很清楚。美方想把干涉别国内政的“高帽”送给
别人，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歪曲事实
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
是徒劳的。问题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
诋毁中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库认为，
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应看有多重考量。但从
更深的层次看，这是美国一些人“对华焦虑症”
的一次集中发作。
所 谓 机 关 算 尽 太 聪 明 ，美 国 的 企 图 难 得
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言论的讥讽不绝
于耳，美方没有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指出，
“ 华盛顿导演的这
出戏并不能损害中国”，
“ 对北京施压还可能促
成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形成。”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共赢，全方位围堵中国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损害
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字路口，何去
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一次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这个选择事关两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两
国青年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 17 亿人民、世
界 70 亿人民要求两国必须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
中美关系搞好，
”
致力于同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
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理念，
增进互信，
扩大
合作，
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歧，
建立健康稳定、
持
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美方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 40 周年。历史已
经证明，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合作是唯一正
确的选择。美方应停止错误言论，
放弃过时的冷
战思维，
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正确选择。

沙特记者“失踪”
美国情报指向遇害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鲍勃·科克 10 日说，他查阅了美国情报机构
就沙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失踪”
一事所获信息，卡舒吉“十有八九”在进入沙
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当天遇害。

沙特需解释
科克认定，无论卡舒吉在土耳其有何遭
遇，沙特政府都有牵涉。
美联社援引科克的话报道：
“ 沙特需要
解释的事太多了，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示他们
至少牵涉他（卡舒吉）失踪。”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媒体记
者，
他已经与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蒂杰·坚吉兹
通电话，
美国和土耳其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坚吉兹向特朗普寻求帮助。按美国白
宫的说法，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
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和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已经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通话，
要求沙特
“彻底、
透明”
调查。
卡舒吉现年 59 岁，2 日前往沙特驻伊斯
坦布尔领事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他的
土耳其未婚妻坚吉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
后“再也没有出来”。土方认为卡舒吉在领
事馆遇害，召见沙特驻土耳其大使，要求沙
特配合调查。沙特否认卡舒吉遇害，同意土
方搜查领事馆。
卡舒吉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记者生涯，
先
后在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采访，
为美国《华盛顿
邮报》等媒体供稿。卡舒吉与沙特王室成员
熟悉，但逐渐与沙特政府对立。最近一次前
往土耳其以前，
他在美国
“自我流放”
近一年。

美国扯军售
卡舒吉“失踪”触发多方关切。
《华盛顿邮报》10 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下令采取行动，
把卡舒吉从美国的住所引诱回沙特，随后予
以拘押。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说，如果沙特
确实引诱一名美国居民进入领事馆并杀害，
美国需要重新考虑与沙特的关系。

另外，参议员兰德·保罗说，如果证据表
明卡舒吉遇害且沙特涉嫌，他将力阻美国对
沙特军售。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同
时是美制武器的大买家。特朗普去年 5 月
访 问 沙 特 ，双 方 达 成 1100 亿 美 元 军 售 协
议。沙特王储今年 3 月访问美国，特朗普宣
布与沙特敲定 125 亿美元军售订单。
不过，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引发部分
美国议员不满，美国国内针对向沙特等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出口武器的
争论日益激烈。2016 年，时任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叫停一个近 13 亿美元对沙特武器出
口项目。

手表成线索
土耳其方面的调查仍在继续。路透社
援引土方官员的话报道，卡舒吉进入领事馆
时佩戴“苹果”手表，与他留在领事馆外的手
机相连。这一设备可以提供位置和心率等
信息，如果手表与手机之间数据得以同步，
可能成为重要线索。
卡舒吉比未婚妻坚吉兹年长 23 岁。两
人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一场会议上相识，关系
发展迅速，8 月决定在土耳其成婚。按坚吉
兹的说法，
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购买了住房。
土耳其法律要求离异的卡舒吉证明自
己单身。卡舒吉的朋友说，卡舒吉当时问及
能否让沙特驻美国使馆提供证明，被告知沙
特驻土耳其使领馆更好办。不过，沙特官员
否认这一说法。
坚吉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是别无选
择。他 9 月 28 日第一次到领事馆，过程顺
利。他告诉朋友，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善，告
知他需要准备的文件。
按友人的说法，卡舒吉颇为放松，从领
事馆回来后去英国参加会议，直至 10 月 1 日
返回土耳其，次日再次去领事馆……
另外，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警方怀疑的
15 名沙特人在卡舒吉“失踪”当天乘坐飞机
入境土耳其，其中 9 人乘坐关联沙特政府的
私人飞机，6 人乘坐商业航班。他们入境后
仅短暂停留，而后出境。

蓬佩奥给援助叙利亚重建开条件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0 日说，只要
伊朗武装不撤出叙利亚，美国就不会向叙利
亚战后重建提供援助。
蓬佩奥当天在美国国家安全犹太研究
所的年度晚宴上说，驱离伊朗军事存在是叙
利亚政府的责任，后者需要为境内出现伊朗
武装承担责任。
“ 叙利亚如果无法保证所有
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撤走，将不会从美国得
到一分钱用于重建。”
法新社解读，蓬佩奥的说辞为美国军事
介入叙利亚内战平添新理由。
蓬佩奥说，
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今后

将继续是美国在叙利亚的重中之重，
“现阶段
还有另外两个相互促进的目标”
，
即
“通过政治
途径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
以及从叙利亚全境
驱逐所有伊朗武装和伊朗支持的武装。
”
在蓬佩奥看来，伊朗把叙利亚混乱局势
视为让地区均势朝有利于自身方向倾斜的
“黄金机遇”。他说，伊朗或许将在叙利亚开
辟反对以色列的新战线。
作为叙利亚政府的主要盟友之一，伊朗
自叙利亚 2011 年陷入内战以来向叙方提供
军事顾问、援助、训练并派出数以千计什叶
派民兵与叙政府军并肩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