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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记得，不久前，在武汉同
济医院，来自上海的一名援鄂医生在
对危重病人进行气管插管时，病人体
内突发“炎症风暴”，虽经全力抢救这
位病人仍不幸逝世，这位医生悲痛难
抑，伤心大哭。同事拍下现场情景，
瞬间刷屏网络，感动了整个中国。

“挽救生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
可能，都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这是中华民族融入血液的道德理念，
是疾病救治始终坚守的第一原则。

生命无价，救人第一。令人不解
的是，美国一些政客却选择性无视、
挑衅性生事、偏执性发难。近日，7名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致函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诬告中方在应对疫情中

“犯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媒
体曝光，举世哗然。英国伦敦市经济
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撰文一
语中的，中国在疫情面前捍卫了“最
关键人权”——人的生命。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为联合
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
所确认和保障。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各方
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能力。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
国发难，是对中国人民抗疫斗争的亵
渎。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计成本，不惜
代价，坚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
救治每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地毯式大
排查“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重症救
治措施“一人一案”“专人专护”……中
国抗疫，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道德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伦理
的力量。中国以实际行动开展抗疫国
际合作，对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国际人权事业作
出重要贡献。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
院士爱德华多·克林格说：“中国政府
采取了坚决有力且对世界人民负责的
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有人叫嚣这是

‘侵犯人权’，纯属无稽之谈。”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

国发难，是对自身失责的掩盖。有些
人鼓吹的所谓“人权”，一向是美国一
些人举在空中的幌子、拎在手里的棍
子。即使在突发疫情吞噬生命的危急
时刻，他们也不忘伤口撒盐、刀口舔
血。试问美国的一些“人权卫士”：中
国从1月3日起，就开始定期向世界卫
生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及时主动通报疫
情信息，之后第二天中美两国疾控中
心负责人就进行了沟通，而美国卫生

和公共服务部长半个月后才向高层通
报，政府高层又迟迟不理，使美国应对
疫情延误掉两个多月时间，这是什么
行为？中国为抗击疫情，实施居家隔
离，亿万民众坚韧不拔、自觉奉献，一
些美国政客却隔岸观火、说三道四，认
定中国“侵犯人权”，这又是什么行
为？美国病例急速上升，死亡天天累
积，令人十分痛心，但美国政客、卫生
机构、预算部门却为追加防疫拨款吵
成一锅粥，这又是什么问题？3月3日，
美国疾控中心“升级系统”，宣布停止
公布全国检测人数，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放弃对新冠病毒抗体试剂的审
核，导致超过90款此类产品在没有监
管的情况下投向市场，这会产生什么
后果？难怪美国媒体刊文，把美国政

府应对疫情行动称为“灾难性的”。
拿有些人鼓吹的所谓“人权”向中

国发难，是对合作抗疫的搅局。美方
一向自诩“世界人权卫士”，实则人权
纪录劣迹斑斑。美国早已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却对其选举规则制定横
加干涉，对理事会事务和他国人权状
况指手画脚。在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刻，美国却暂停对世界卫生组
织的资助，以退出世卫组织相威胁，这
又是哪家的人权？美国执意对伊朗、
古巴、委内瑞拉等国进行制裁，严重干
扰了这些国家的抗疫努力，这又是哪
家的人权？全球权威医学期刊《柳叶
刀》发文痛斥，美方此时停止对世卫组
织的资助是反人类罪行。

世间万物，生命最可贵。没有生
命，没有健康，何谈人权？！面对凶险
疫情，漠视“生命至上”、抛开“救人第
一”，空喊“人权”目的何在？奉劝美
国一些政客，请关心一下美国民众的
生命和健康吧！漠视生命、空谈人
权，注定会遭到国际公义、文明社会
所蔑视。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漠视“生命至上”何谈人权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四）

■ 钟声

澳门将发行新澳门元纸币
新华社澳门5月4日电（记者王晨曦）澳门

特区行政会4日完成讨论有关许可澳门两家发钞
银行推出新系列纸币的行政法规草案，标志着澳
门将发行新的澳门元纸币。

据行政会介绍，《许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澳门元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圆、伍
佰圆及壹仟圆纸币》及《许可大西洋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澳门元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
圆、伍佰圆及壹仟圆纸币》两份行政法规草案，
分别许可每家银行发行总额度为澳门元377亿
元的纸币。

由于上述两家发钞银行之前发行的纸币已沿
用多年，特区政府同意两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系列
纸币，以提高澳门元纸币的防伪特征水平。按计
划，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将呈现澳门多元文化特
色，展现澳门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大西洋银行发行的纸币将以不同年代的澳门
地图作主题，彰显澳门版图于多个世纪以来随着
时代的演变。

草案待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同意签署后将正式
颁布为行政法规。生效后，特区政府将指示发钞
银行为新纸币后续印刷及发行工作做好准备，具
体发行日期和安排将另行公布。

香港修例风波被捕者
首次承认干犯暴动罪

新华社香港5月4日电 一名去年因参与非
法集结被捕的香港男子4日在法庭上承认干犯暴
动罪，为修例风波中首名承认该罪名的被捕者。
法庭将于本月15日宣判。

在4日上午于香港区域法院举行的庭审中，
21岁的被告冼嘉豪被控于2019年6月12日在香
港岛立法会综合大楼外，连同多名身份不明的人
参与暴动。他供认，当日向警方防线投掷头盔、锥
形交通路标和雨伞等杂物，并在大部分示威者离
开后，仍然留在现场向警方投掷杂物。

在当日的骚乱中，暴力示威者严重堵塞主
要交通干道，冲击警方防线，并使用砖头、铁器、
铁栏杆等武器。事件中共有11人被捕，多名警
察受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
赴湖北武汉开展工作

新华社武汉5月4日电 经中央批准，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设立联络组。5月4日下午，国务院
副秘书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组长丁向
阳，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联络组副组长于学军带
领联络组抵达武汉，与湖北省、武汉市负责同志
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联络组的主要职责
是及时了解和反映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督促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严防疫情出现反弹，兼顾了解复工复产复学等
情况，承担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工作。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
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
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
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
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为广大青年
提出目标要求、指明前进方向，激励他
们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扎根基层一线
站稳人民立场

深入村屯、深入群众，抓好疫情防
控、推进复工复产……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38岁的辽宁省大连市金
普新区七顶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吕其鹏
一直坚守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稳人民立
场，就是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
主体地位思想，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
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吕其鹏说。

吕其鹏介绍，疫情发生后，当地生
产的温室蔬菜和大樱桃一度滞销。为

此，他主动联系相关销售平台，做好产
销对接，为温室蔬菜和大樱桃打开了
销路。“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把基层
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才能赢得百姓的
信赖和点赞。”吕其鹏说。

“只有在服务基层中经受锻炼，才
会让人民立场得到巩固和升华。”共青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
张朝晖说，“人民立场归根结底体现在
对党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这些都必
须在基层一线中脚踏实地去践行。”

来自湖北咸宁嘉鱼县的“90后”
电力职工周拓夫疫情期间主动请缨做
志愿服务，在老旧社区为独居老人代
买药品、蔬菜水果等。“居民有需求，我
们有行动。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
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转化为自
觉行动，用点滴服务与奉献，展现当代
中国青年的担当。”周拓夫说。

练就过硬本领
担当时代重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各族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
跃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
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担当精神，赢

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李冉
深有感触。自大年初二到武汉后，他
就和同事们投身到抗击疫情的紧张工
作中。

学习文献、学术讨论、吸收各地治
疗经验……李冉介绍，在救治患者的
同时，他们花大量时间不断修正对病
毒的认识，进行更加科学的医治。

“作为一名医生，练就过硬本领，
才能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李冉说，
在抗疫一线奋战的日子里，每当看到
重症患者血氧饱和度升高、呼吸趋于
平稳时，感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练就过硬本领，需要把学习作为
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在平凡岗位
书写下不凡人生。

4月28日，第24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江苏苏宁物
流有限公司快递员潘虎名列其中。

配送超15万单快递、行驶2万多
公里、配送完成率100%，这是潘虎担
任快递员以来的成绩单。潘虎介绍，
如今快递小哥已从“跑腿工”变成“多
面手”，即时配送、送装一体、包装回收
……各种技能一个也不能少。

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同亿万

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致力于数字技术领域的浙江每日
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
毅，疫情初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不
断突破，成功开发新冠肺炎防疫数据
智能平台。

作为数字技术领域的探路者，方
毅表示，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在不断
丰富，我们不能停下脚步。“习近平总
书记的寄语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会
努力练好内功，把知识和本领转化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办法，展现青春
的价值。”

坚定理想信念
投身强国伟业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寄语让西安交通

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宋思扬对接
下来的学习和科研工作充满信心。

“从国家需求出发寻找科研工作
的重点和方向，是我开始科研工作时
学到的第一课。我们要坚定理想信
念，将科研工作根植于祖国航天事业
的发展之中，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宋思扬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青年人

有青年人的担当。
“能为西藏的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来自北
京大学医学部的援藏医生李昂，去年8
月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任
副主任医师。不出诊时，他经常走村入
户了解民情。经过反复论证和调研，他
为医院提出了不少管理规范、人才培
养、数据采集等方面的专业建议。

将奉献融入时代洪流，用奋斗书
写青春华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南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段春晖
和他的团队几个月来一直通过线上沟
通，推进太阳电池领域的课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投身强国
伟业，对我们来说，就是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2017年，段春晖从荷兰学成回国，带
领团队在相关领域开展科研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鼓舞青年人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对我们科
研人员来说，施展才华的舞台已经准
备好，唯有奋斗，才能不辜负这个时
代。”段春晖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让青春之光闪耀在强国之路上
——从习近平总书记寄语看新时代青年奋进方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
始终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全力挽救每一位患者
的生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中，
许多中国人因疫病逝世，中国人民感到无
比痛惜！

中国在患者和死亡人数统计上始终透
明公开，每一个病例全程都可清晰追溯。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为了掩饰自身抗疫不
力，以他们类似政治狂想症的大脑，一再无
端指责中国“瞒报感染和死亡病例”，拍着
脑袋妄称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定是中国”。
这并不是一种懵懂的无知，而是一种险恶
的算计，信口雌黄，包藏祸心。

生命重于泰山，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在抗疫中始终秉持的信念。疫情突
发，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形成全国合力，许
多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紧急刹车”，近6000
万人口大省封闭通道，超千万人口城市实
行“封城”，为的就是挽救生命！数百支医
疗队快速集结，4.2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湖
北，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最顶尖的呼
吸科、传染科专家集中武汉，全国几百万人
以各种方式投入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为的就是挽救生命！武汉对全市420多万
户家庭进行“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地毯
式排查，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的就
是挽救生命！对所有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实行“一人一策”，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
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达
到几十万元甚至逾百万元，全部由医疗保

险和政府兜底承担，为的也是挽救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感叹：“我一生
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美国一些政客指责中国隐瞒病亡人数
的论调刚一出笼，连西方媒体也加以驳斥，
直言“绝无可能”。中国战疫过程全程公
开，从1月起，中国每天公布确诊病例、病亡
人数、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人
员。国家层面和各省区市疫情期间累计召
开各类新闻发布会超过3000场，政府官员、
医务人员、专家学者、病愈患者直面镜头，
有问必答。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湖北保
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
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
面对美国媒体挑衅式发问，针锋相对指出：

“中国没有隐瞒数据，世卫组织赴华专家组
展开的多项考察都可以证明。”

疫情突袭，紧急应战。在早期，由于收
治能力不足、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对接，医院超负荷运
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
漏报、误报现象或重复统计的情况，但统计
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一旦具备全面核实
的条件，武汉及时对疫情数据进行了全面
排查、统计、订正，并完整公布于世。这是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逝者负责！

然而，4月17日中国发布武汉疫情订正
数据后，美国一些政客觉得捞到稻草，莫名亢
奋，抛出“中国数据不可信”“这只是武汉的订
正，接下来肯定还有别的城市”等荒唐言论。
他们似乎觉得中国人死得越多就越合他们的
心意，真是一种残忍至极的政治病态。美国
网友看不下去，纷纷发帖怒怼：“按人口比例，

即使你们把中国病亡数字放大十倍的谣言有
人信，也找不回你们的脸面”“自吹自擂地和
中国比数字，这是死亡竞赛吗”“这是病态、疯
狂且反人类的人才会做的事！”

世卫组织一直要求各国及时修订数
字，“这样才能掌握疫情的影响面，更准确
地预测走势”。订正数据正是对国际社会
负责的、专业的表现，是国际通行做法，也
是中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原则的力
证。试问，其他一些国家也在不断对疫情
数据进行订正，美国自己也在不断订正，为
什么美国一些政客偏偏盯上中国？原因不
言自明，这就是这些政客们惯有的美国式
傲慢和意识形态的狂妄。在他们骄横的政
治叙事程序中，世界上的事情，全世界做得
比美国好的都是假的，或者他们明明知道
是真的，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必须信
口雌黄、无中生有！很多美国媒体都看得
真真切切。《纽约时报》调查发现，根据美国
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3月8日到4月11日，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纽约、新泽西等7个州
总死亡人数比一般正常水平高出近50%，但
死亡总数的突增被归入其他疾病统计了。
美国广播公司起底调查指出，美国疾控中
心曾对 2009 年和 2010 年美国暴发甲型
H1N1流感进行事后分析，结论是真实数据
很可能比官方统计高出15倍。

中国的牺牲和付出、成绩和贡献，天地
可鉴，日月同证。奉劝美国一些政客，臆测
终究无法取代事实，抹黑注定不能消灭真
相。要知道，在中国病亡率问题上无理取
闹，既做不出什么文章，也于抗疫救人无
补；既自欺欺人，也贻笑大方。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怀疑中国病亡率纯属政治化的臆测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五）

■ 钟声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电网建设不停工 优质服务不“打烊”
◀上接A01版

供电服务方面，海南电网公司组织各
供电局提前走访客户，深入了解保电客户
的用电需求，检查客户用电设备的安全状
况，梳理重要客户设备存在的问题并督促

整改，指导重要保供电场所落实应急电源
及其他应急保障工作。针对返乡聚居地和
旅游度假区等配网重载线路、配变负荷变
化特点，提前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可靠
供电；积极推广“互联网+”服务，引导客户

通过95598统一服务平台办理用电业务，
及时处理报修、咨询等问题。

节日期间，海南电网公司还安排2000
余名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确保抢修工作
快速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