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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6 日就拜登
政府对华战略发表演讲。布林肯的演
讲看起来洋洋洒洒，实则毫无新意，依
旧在抹黑中国内外政策，其根本目的
还是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
权强权。

美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战略定
位没有变。众所周知，拜登政府上台
后，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
手”，寻求通过体系化方式对华遏制。
此次布林肯尽管提到美国不寻求冲突
或“新冷战”，寻求在一些领域同中国合
作，但其重点宣扬的依然是“中国威
胁”，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布林肯将
美国对华战略概括为“投资、结盟、竞
争”，所谓“投资”与“结盟”都是手段，最
终落脚点是与中国展开“竞争”。与此
前“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政策三分
法论调相比，布林肯将“合作”剔除，一
些舆论认为这凸显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的对抗意味更重。在拜登政府

的对华战略中，合作只是幌子，竞争才
是主题，遏制才是本质。中国驻美大使
秦刚指出，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只会加
剧紧张、引发对抗。美方所称的竞争不
是公平、健康、互利共赢、推动社会进步
的竞争，而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式竞
争，是处处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竞争。
美国把自己的一套私规强加给对方，甚
至不择手段遏制、打压另一方。

美方抹黑诋毁中方的做派没有
变。布林肯的演讲并非常规的对华政
策宣示，而是“浓墨重彩”对中国进行
抹黑诋毁。布林肯在演讲中散布种种
虚假信息，把中国说成所谓世界秩序

“最严峻的长期挑战”，给中国扣上“胁
迫外交”的帽子，把抹黑中国的功力发
挥到了极致。将中国描绘为“威胁”，
是美方的习惯做法，是蓄意泼向中国
的脏水，是企图误导世界舆论的最大
谎言。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谁是世界秩序的“最大

挑战”，谁是世界的最大“乱源”？世人
的眼睛是雪亮的。21世纪以来，美国
打响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介入
叙利亚内战，如今又“拱火”俄乌冲
突。除了直接的军事干涉，经济制裁、
文化渗透、煽动骚乱、操控选举也是美
国的“拿手好戏”。美国的所作所为，把
世界搞得狼烟四起，给许多地方造成社
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给世
界人民带来无尽的动乱与痛苦。美方
一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
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
主义态度，这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乱
源。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专业
户”，胁迫的对象不分大小、不分远近，
甚至不分敌友，国际社会深受其害。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迟滞中国发
展的野心没有变。近年来，美方在台
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小动
作”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借此迟
滞、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美
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试探

中方底线，把反中乱港行径美化成“美
丽风景线”，在涉疆问题上炮制“强迫
劳动”“种族灭绝”之类的弥天大谎
……此次，布林肯继续罗织谎言，散布
虚假信息，误导世人。事实上，美国自
身在人权方面欠账累累、劣迹斑斑，根
本没有资格充当“人权卫道士”，更无
权对别国指手画脚。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口头上说不支持“台独”，但却一
再违反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企图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助长“台独”
势力嚣张气焰，对台海和平稳定构成
严重威胁。可预见的是，面对有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
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的14亿中国人民，
美方的图谋注定永远不会得逞。

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法没有
变。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然而，
美国这个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经常把话
说得冠冕堂皇，行事则是另外一番龌
龊的样子，不讲诚信，欺世盗名，让一
些天真善良的人上当。近年来，美方

一再表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
则，但事实上却是说一套做一套，三个
联合公报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正在被
其逐步掏空。美国总统拜登曾承诺，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
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
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
突对抗。但令人遗憾的是，从布林肯
此次演讲和美国近期拼凑打压中国

“小圈子”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四不一
无意”的承诺始终飘浮在空中，始终没
有落地。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
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讲信誉的国家所
做的事情。这也说明，布林肯的一些
说辞不过是再次展现的“障眼法”。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拥有巨大共同
利益和共同责任，合作共赢才能造福
两国人民和世界。奉劝美方真正放下
抹黑打压中国的执念，放弃围堵遏制
中国的图谋，停止破坏中美关系的言
行，从中美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
做出正确的抉择。（新华社北京5月

28日电 记者吴黎明 邓仙来）

美国对华战略的“四个没有变”

世卫组织：

多国报告不明病因儿童
肝炎病例增至650例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8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27日表示，截至26日各国已向该组
织报告了650例病因不明的儿童肝炎病例。世卫
组织暂时将这一疾病的全球风险定为中级。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今年4月5日至5月26
日期间，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各区域当中，已有
来自5个地区的33个国家报告了650例病因不
明的儿童肝炎病例，另有99例儿童肝炎病例尚待
区分类型。这650例病因不明的儿童肝炎病例的
临床症状与以往这种病例相比更加严重，其出现
急性肝衰竭的比例更高。

世卫组织称，目前实验室检测已排除病因不
明的儿童肝炎患者染有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
毒，但在一些病例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和（或）
腺病毒。

美国校园枪案被困儿童曾多次报警
警方承认作错决定

报复希腊帮美国“扣油”？

伊朗扣留两艘希腊油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日在海湾扣留两艘

希腊油轮。媒体猜测，伊朗此举似乎是在报复希
腊先前协助美国在地中海“没收”一艘油轮上装载
的伊朗原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
扣留两艘“违反规定”的希腊油轮。除此之外，声
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希腊当局4月在地中海扣留一艘装载伊朗原
油的油轮。这艘油轮悬挂伊朗国旗，由俄罗斯企
业运营，据信油轮原计划驶往土耳其，载有大约
11.5万吨原油。应美国司法部门要求，希腊将把
油轮上的石油移交美国。伊朗外交部随即向希腊
方面表达强烈抗议。

27日，希腊外交部呼吁伊朗立即放船放人，
否则会对两国关系以及伊朗与欧盟关系造成“严
重负面后果”。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
火车脱轨事故

5月27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马，工人
在火车脱轨事故现场清理脱轨的车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马26日发生火车脱轨
事故，一货运列车与自动倾卸卡车相撞，导致多节
火车车厢脱轨。 新华社/美联

这张俄罗斯国防部5月28日
提供的视频截图显示的是俄海军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在
巴伦支海水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
巡航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28日宣布，俄海
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在巴伦支海水域成功试射“锆石”高
超音速巡航导弹。 据今日俄罗斯
通讯社报道，“锆石”导弹为俄首个海
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
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
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
克。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
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导弹防御
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新华社/路透

俄成功试射“锆石”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全官员27日说，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24日发生枪击事件时，被困教室中的孩子们多次打电话求救，
但19名警察等在教室外迟迟没有进入营救。得州警方承认，现场警察作出错误决定。

5月27日，警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发生枪击事件的
小学外执勤。 新华社发

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
尼科夫28日说，乌方已经开始接收
来自丹麦的反舰导弹和来自美国的
自行榴弹炮。

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写道，来
自丹麦的“鱼叉”导弹将加强乌克兰
海防，导弹将由经过训练的乌方士兵
使用。

“鱼叉”导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制
造，射程近300公里。美国媒体本

月中旬援引美政府和国会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白宫正考虑向乌克兰提
供反舰导弹，转运方式为从美国直
接运送或者由装备该型导弹的欧洲
盟友“转让”。

列兹尼科夫28日披露，乌方接
收“鱼叉”导弹是“多国合作”的结
果，比如英国参与了运送。

同时，他披露乌方开始接收多
个型号重型火炮，包括射程更远的

美制改良型M109型自行榴弹炮以
增强乌方远程打击火力。乌方还希
望获得美制M270型远程多管火箭
炮系统。

路透社28日报道，一名美国国
防部官员上月披露，美军已经在乌克
兰境外培训乌方军人使用榴弹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援引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经准备向乌克
兰运送远程火箭炮。

俄罗斯方面多次指责美国及其
西方盟友向乌克兰输送大批武器，且
越来越先进、射程越来越远，利用乌
克兰对俄罗斯发起“代理人战争”。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8日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通电
话，提到西方武器大量涌入乌克兰的
危险性质。

依据克里姆林宫通报，普京在通

话中警告，西方武器源源不断输送至
乌克兰有加剧局势恶化和人道主义
危机的风险。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
安东诺夫28日也批评西方武器大
量涌入乌克兰“显著引发冲突扩大
的风险”。美方如果向乌方运送远
程火炮系统，对俄方而言将是“不
可接受”的。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开始接收西方反舰导弹

普京警告大量武器涌入乌克兰“危险”

8次电话

得州公共安全部主管史蒂夫·
麦克劳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
一份时间表：

——24日11时33分，枪手萨
尔瓦多·拉莫斯闯入罗布小学，两名
驻校警察被子弹擦伤后急忙隐蔽。

——12时 03分，教室里有人
打出第一个报警电话，当时已有19
名警察集结在教室外走廊。

——12时 16分，一名女生打
电话告诉警方，教室里有“8至9名”
学生还活着。

——12 时 21 分，警方在接
到的又一个报警电话中听到三
声枪响。

——12时 43分，那名女生再
次打电话恳求：“请现在就派警察
来”。

——12时 47分，那名女生第
三次拨打求救电话。

——12时50分，警察和边防巡
逻队人员用一名学校员工的钥匙开
门进入教室，随后击毙拉莫斯。

警方在枪手闯入小学近1个半
小时后才将其击毙。麦克劳说，从
12时03分至12时50分，被困教室
中的孩子至少8次拨打电话求救。

家长愤怒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执法部门官员告
诉美联社记者，枪手朝学生们开枪时，其他
执法机构人员曾请求进入教室救人，但阿
雷东多显然没有批准。从现场录音可以听
到，其他执法机构人员争辩说枪手正在活
动，当务之急是拦住他。

医疗专家介绍，中弹者最好在 60分
钟内被送去急救，这也被称为救治枪伤患
者的“黄金一小时”。

美国警察在这次枪击事件中迟迟不行
动，引发民众尤其是家长强烈不满。现场
视频显示，当时不少家长聚集在校园外，催
促警察冲进教学楼救人。“他们说他们冲进
去了，”遇害儿童的家长哈维尔·卡萨雷斯
说，“但我们没有看到。”

卡萨雷斯失去了上四年级的女儿杰克
琳。他听说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后马上赶
到，看到警察依旧在教学楼外集结，感到十
分失望。他向其他几名路人提议自行救
人：“我们冲进去吧，因为警察该干的事都
没有干。”

此次枪击事件造成19名儿童和两名教
师丧生，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校园枪击
案之一。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中，枪手是
一名18岁男子，高中辍学，没有犯罪记录或
精神病史，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

李彦南（新华社专特稿）

装死逃生

麦克劳说，暂不清楚事
发教室外的警察对这些报警
电话是否知情。按他的说
法，负责该学区的警官皮特·
阿雷东多现场指挥时判断枪
手被堵在教室内，不会马上
对校内其他地方的学生构成
威胁，因此警方“有时间”为
行动做准备。

麦克劳说：“事后看来，这
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这
样。”他承认，按照执法部门规
章，警察应及时应对枪手袭
击，不能一味等待支援。

麦克劳还透露，被困在那
间教室的大多是9岁、10岁的
学生，其中一些人活了下来，
包括至少两名拨打报警电话
的孩子。

11岁的幸存者米娅·塞
里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她和一个朋友用死去老
师的手机拨打911，她把同学
的血涂抹在自己身上，假装
死亡，经过漫长的等待，才盼
来了警察。

5月25日，刚果（金）政府军军人在刚果（金）
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市郊区休息。

刚果（金）政府发言人姆亚雅27日在首都金
沙萨宣布，刚政府决定将反政府武装“M23运动”
定性为恐怖组织。2009年3月，刚果（金）反政府
武装“保卫人民国民大会”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加入政府军。2012年，忠于原“保卫人民国民大
会”的一些官兵发动兵变，组成新的反政府武装
“M23运动”并在刚果（金）东部发动攻势，从事叛
乱活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数以万计居民流离失
所。2013年12月，刚果（金）政府与“M23运动”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和平协议。但近期
“M23运动”武装成员在北基伍省多个地区与政
府军交火。 新华社发

政府将“M23运动”
定性为恐怖组织

尼日利亚发生踩踏事件
至少31人死亡

新华社阿布贾5月28日电（记者郭骏）尼日
利亚南部河流州首府哈科特港28日发生一起踩
踏事故，造成至少31人死亡。

河流州警方发言人伊林格-科科28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哈科特港一家教堂
当天早晨在一个体育场组织慈善捐赠活动，吸
引大量民众聚集。当体育场的入口打开时，民
众争相涌入，导致踩踏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
31人死亡。

伊林格-科科说，救援人员还在清理现场，警
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