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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拉萨繁花似锦，雪域高原万
众欢腾。今天，西藏各族人民纵情歌
唱，欢庆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7 月下旬，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西藏，
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
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同志作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
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
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人民
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
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

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
道。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
奋进，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进行
民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西藏社会的面貌日新月
异，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进入
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
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
西藏已迈进全面小康，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
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
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未有的历
史功绩，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
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
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
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
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

面貌今非昔比。70 年的实践充分证
明，只有坚持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
整，才能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
益；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才能为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提供根本保证；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才能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只
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
能满足西藏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只有坚持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才能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党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改革开
放以来先后召开 7 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每次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重大决
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
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
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
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充分

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
策是完全正确的，西藏实现持续稳定
和快速发展是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的重要贡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
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
坚持、全面落实。

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恰逢“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今
天，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奋进新征程，要全面贯彻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
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
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要准确把握西藏工作的阶段
性特征，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

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多谋长久
之策，多行固本之举，不断增强各族群
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推动
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的发展
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
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
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当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号角已经吹响。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协力，砥砺前进，确保国家安全和
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确保边防巩固
和边境安全，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灿烂，西藏
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

1966年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
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
户晓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
党员干部崇敬的榜样。

在兰考工作的475天，焦裕禄带
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
命树起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铸
造出熠熠生辉、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2014年3月17日，在河南省兰
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焦裕禄生平事
迹。他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
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
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
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首先见到的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
斗誓言和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
兰考面貌。”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把沙丘治好。”

1962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
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
临危受命，带领干部群众追洪水、查
风口、探流沙，总结出了整治“三害”
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
桐的办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
才能看到蚂蚁”。3个月的时间里，
焦裕禄带领全县干部跑了120多个
大队，行程5000余里，掌握了整治

“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

时，他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
肝部，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
了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
过的棉被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

36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
孩子“看白戏”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
戏院补票。

……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

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
害”抗争、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土
地上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
兰考大地接力奋斗。2017年 3月，
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
困县；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
桐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
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成为兰考人
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
唯独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

究员颜晓峰认为，焦裕禄精神丰富深
邃，其核心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
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
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三天
了。为了拉近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
了“三同”工作法——和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
苦。面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

“我是您的儿子”，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4张照

片，其中3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
常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们
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
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
禄依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
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
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
里的泡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79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
保持了50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
都要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
外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26
米多高的参天大树。附近的泡桐树更
新了三四代，它仍傲然挺立。这棵树，
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
实情，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干
活……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
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人民也把他放在心中最崇敬的位
置。”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
——人民呼唤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
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
气！……”1990 年 7 月，有感于焦
裕禄精神，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
近平填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一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
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时，强调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
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
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
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
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
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
月的原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
俊生，生前深有感触地说：“人民呼唤
焦裕禄，是在呼唤我们党一贯同群众
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呼唤我
们党的崇高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
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扎根乡
镇50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
金印，“一腔热血洒高原”的改革先锋
孔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已经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事
讲解工作28年的董亚娜经常被问到
一个问题：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
容，是否会感到厌倦？

董亚娜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
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焦
裕禄书记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
读常新。”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
历久弥新、价值永恒。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将激励全党干部群众进一
步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汇
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新华社郑州8月18日电 记者
翟濯）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
抗疫失败实属必然
——美国抗疫真相之四

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治疗新冠肺炎是有办法
的，否则，为何前总统这样的高龄患者能迅速治愈并
闪电出院？人们无法置信的是，在美国超过3600万
新冠确诊病例中，不幸有60多万人失去生命。

疫情之下美国人截然不同的命运，是美国政
治极度撕裂的一个恶果。这也再次验证了美式制
度的失灵。中国三家智库最近联合发布的研究报
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当中，把美国称
为“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可谓恰如其分。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恶斗使泛政治化
充斥整个社会。面对新冠疫情，政客们总是从政治
的角度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他们不仅给病毒贴
上反科学的政治标签，在防疫抗疫措施上更是相互
攻讦；联邦与州地方政府互相掣肘，鼓噪民粹主义抬
头……他们将控制疫情拯救病患的宝贵时间，浪费
在一次又一次“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博弈中。在他
们眼里，这种政治权力至关重要，意味着财富和势力
范围，因而无须顾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危。

这种政治上的撕裂，导致拥有全球最好医疗
技术、人才和资源的美国在疫情防控面前一盘散
沙。联邦政府在疫情防控措施上指导缺位，在医
疗物资筹措上行动迟缓、调配混乱，令整个美国陷
入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抢夺防疫物资大战，一些
州甚至抵制疫苗接种计划……

在这种政治撕裂中，普通民众最终成为牺牲
品和受害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
显示，8月初以来全美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10万例，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达到6个月来最
高点；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约占全球430多万死亡
病例的14%。同时，治愈患者也正深陷偿还巨额账
单的绝望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格雷
厄姆在今年初发表的《美国的绝望危机》报告中指
出，“从2005 年到2019 年，平均每年有7 万名美
国人死于‘绝望之死’。”疫情正让更多美国人被“绝
望之死”吞噬，到处是“美国梦”碎的声音。

政治撕裂犹如病毒，也在迅速撕裂美国社会
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财富加速向少数人聚集，贫富差距进
一步扩大。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0年3月以来的16个月里，美国713位亿
万富翁的资产总和增加了1.8万亿，达4.7万亿，涨幅
接近60%。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研究显示，美国贫
困率由去年6月的9.3%快速上升到11月的11.7%。
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在这种政治撕裂中不断被裹挟，
社会分化、种族冲突、地区矛盾等愈演愈烈。

在疫情面前，“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的两党及
党内各派为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不惜发布大
量虚假消息，把常识和科学丢到一边，沉醉于制造冲
突、煽动新冷战。这不仅毒害美国国内抗疫环境，也
在撕裂控制疫情蔓延的全球国际合作。他们不断施
压世界卫生组织，逼迫其违背科学精神开展针对中
国的新冠病毒溯源第二阶段计划；放任病毒扩散，导
致全球疫情形势恶化；奉行“疫苗民族主义”，破坏各
国在疫苗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方面的合作。

抗击新冠疫情是当今世界各国最紧迫的任
务，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但美国无底线的
政治撕裂积重难返，已经成为阻挠全球团结抗疫
的黑手，害己更害人。美国决策者应该停止各种
政治操弄，拿出抗疫实际行动，不要让更多的人间
悲剧在美国、在世界上演。

（央视2021年8月15日国际锐评）

■ 钟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危机，政府必须尽最大可能救治
受感染民众、阻断传播链条。然而，在
自诩为“民主灯塔”“人权楷模”的美国，
疫情应对却始终被资本利益牵着鼻子
走，资本利益而非公众福祉才是政客们
优先考虑的对象。资本主义的逐利本
质，决定了美国“资本至上”大于“生命
至上”。这是美国抗疫过程的真实写
照，是导致美国抗疫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政客眼中，民众的知情权、
生命健康权在资本利益面前微不足
道。疫情发生之初，时任美国领导人为
保股市，刻意忽视疫情预警，淡化疫情
风险，浪费了疫情防控的“黄金窗口
期”。据《纽约时报》网站报道，白宫新

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2020年2月14日合作准备了一份疫情
应对备忘录，明确建议采取一系列严格
管制措施。然而，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听
取相关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
断后，立刻否决了该备忘录。同样也是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名国会议员一边
隐瞒疫情，一边却在大量抛售股票。有
美国网友辛辣地讽刺说：“戏院失火时
他从出口溜走了，同时还顺手把戏票卖
给了妇女儿童。”这些美国政客眼中只
有资本利益和个人私利，从一开始就让
美国抗疫走上了错误方向。

在美国政客眼中，短期经济利益
始终凌驾于公共卫生安全之上。疫情
全面暴发后，美国联邦政府和许多州
政府急于在尚未真正控制住疫情的情
况下重启经济，导致美国疫情反弹。一

年多来，美国疫情始终走不出“恶化—
缓解—恶化”的怪圈，一再出现波峰，与
政府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之间政策摇摆不定密切相
关。与美国疫情严峻形势相伴随的，是
美国股市的畸形繁荣，而从资本市场上
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群体。数据显示，
自2020年3月23日触及低点后，美国股
市一路飙升。至2021年1月，600多名
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从大约2.947
万亿美元增加到4.085万亿美元，增幅
达38.6%。疫情加剧美国社会贫富分化
鸿沟，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直
言，美国的疫情应对“在流行病学和经
济层面上都是失败的”。

在美国政客眼中，自然进化中的
优胜劣汰法可以成为他们漠视生命的
堂皇借口。在回答为什么新冠病毒感

染者中死去的多是穷人、老人以及弱
势群体难以获得核酸检测机会时，时
任美国领导人曾回答“这就是生活”。
这个答案“非常美国”，因为在这样一
个国家，“急救床位宁可空着，也不给
穷人治病”等怪象，“不愿看到公共卫
生措施损害美国经济”等谬论，以及

“故意牺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
美裔人口”等悲剧层出不穷。据报道，
在美国，一个没有医保的新冠病毒感
染者接受治疗的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
元。盖洛普公司一项民调显示，美国
平均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由于无力支付
高额的医疗费用，即使出现感染症状
也不敢就医。“资本至上”严重扭曲了
美国的疫情应对，民众的生命健康只
是美国政客利益算计中的一个数字，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危难之
际也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一位欧洲
记者在记录美国抗疫进程时如是写
道。抗疫期间，民众利益和资本利益
在美国政治决策中被本末倒置，并非
偶然现象。美国专栏作家拉娜·福鲁
哈尔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所做
的政策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在整体上
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
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
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
成了巨大损失。”

透过疫情棱镜，人们清楚地看到，美
国政治体系呵护的是资本利益。美国政
府所标榜的民主、人权、平等等概念，早
已被金钱异化，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17
日第3版）

疫情凸显美国“资本至上”冷酷现实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外交部：

美方借溯源搞政治操弄
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许可 马卓言）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表示，美方借新冠病毒
溯源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中方始终
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知情
人士透露，美国情报部门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目
前仍无实质性进展，但美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并
在报告中炮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诱导性
结论。美国政府高层认为，调查不是目的，推动调
查本身就有意义，持续炒作“溯源调查”为的就是消
耗中方外交资源，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同时，美
国还施压世卫组织和谭德塞总干事，尽快启动对华

“第二阶段溯源”，并联合盟友必要时在世卫框架外
推进“第三方独立调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
“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
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
弄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他说，美方想重演用一小瓶“洗衣粉”搞无成本
栽赃陷害的旧戏码蒙骗不了世人，倒是让国际社会
越来越怀疑，美方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抹黑中方，是
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等美方生物实验
室的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

赵立坚说，除了美方一直三缄其口的德特里
克堡，美国在世界各地还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
验室，以各种名义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美国实
验室所在地往往是鼠疫、炭疽、中东呼吸综合征等
疾病多发地区。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美军通
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欧洲，当年8月进
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最早受害
者。美方对这些事情又作何解释？

赵立坚指出，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
学溯源，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来华合作研究，并
得出科学权威结论，为下阶段全球溯源奠定基
础。“我们坚决反对的是政治溯源。”

赵立坚说，无论美方如何费尽心思抹黑栽赃，
都无法消除国际社会对美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
的疑虑。“如果美方心里没鬼，就应该坦坦荡荡邀
请世卫组织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特别是调查德
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才是一
个真正关心全球溯源的国家应有的诚意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