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志善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A02 ［要闻］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所谓年
度“贩运人口报告”，对其他国家横
加指责，肆意污蔑抹黑，却无视自
身在人口贩运问题上的斑斑劣迹，
将本国列入“表现最好的第一类名
单”。美国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炮
制此类充斥虚假信息，毫无底线美
化自己、丑化他人的“报告”，改变
不了其自诩的“人权灯塔”下“灯下
黑”的真实状况，只能让世人再一
次看清美国打着人权幌子干涉别
国内政的险恶用心。

美国在发布报告时声称“致力
于在全球推进美国人所享有的安
全、繁荣与价值”，这种说法大言不
惭，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脸。在长达
600多页的报告中，美国只用不到
半页纸轻描淡写自身的问题，表现
出选择性健忘的老毛病——美国
不仅有人口贩运的黑暗历史，更有
人口贩运的糟糕现实。美国根本
没有资格充当“人权教师爷”和“人
权判官”。

美国的起家与血腥残暴的奴隶
贸易直接相关，这一罪恶历史永远
无法洗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长距离强迫人口流
动。1619年，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
黑人被运抵北美詹姆斯敦，开启了
黑人在这片“新大陆”惨遭奴役的血
泪史。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
库”统计，1514年至1866年间，累
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

“新大陆”，这还不包括在途中死去

的很多人。美国1776年独立时蓄
奴仍是合法的，乔治·华盛顿、托马
斯·杰斐逊等都是奴隶主。甚至
1865年美国宣布废除奴隶制后，南
部多州还颁布一系列对黑人实行种
族隔离或其他歧视性政策的法律。
时至今日，美国仍存在系统性种族
歧视，成为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的深
层原因之一。

美国喜欢对他国指手画脚，但
自己国内，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却无
处不在。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北极
星计划”统计，2007年底至2019年
底，向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报
告的案件共有63380起，其中2019
年报告人口贩运案件11500起，涉
及受害者22326人。过去5年，美
国所有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都报告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
的案件。该组织表示：“尽管这些数
字令人震惊，但它们可能只是实际
中的一小部分。”美国一些学术机构
统计，美国至少有50万人遭受现代
奴役并被强迫劳动。受害者既有本
国公民，也有来自世界上几乎每一
个地区的外国公民，甚至包括妇女、
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美国
学者犀利地指出，现代奴隶制依然
在美国普遍存在，“只是采取了一种
新的形式”。

同庞大的人口贩运产业相比，
美国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苍白无
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今年2月发布的《全球人口贩运报

告》显示，2017年 7月至2018年 6
月，美国司法部发现潜在和已确认
人口贩卖受害者8913人，而几乎同
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
安全部立案调查的案件仅2183件，
遭起诉人数仅386人。有美国媒体
指出，直到2000年颁布《人口贩运
受害者保护法》，人口贩运在美国才
被视为非法行为并被列为联邦犯
罪。美国《财富》杂志一针见血地指
出：“人口贩运在美国不仅是流行
病，更是大生意。”由于美国人口贩
运产业链利润丰厚，加之监管不力、
立法不全、执法不严，不法分子与相
关利益集团屡屡铤而走险，人口贩
运产业在美国长盛不衰。

人口贩运问题，只是美国自身
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近年来，特
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白人至
上主义”沉渣泛起，少数族裔、原住
民、难民、移民遭遇的系统性歧视
现象更加凸显……在自身糟糕的
人权记录面前，在美国民众正在承
受的苦难面前，美国哪里来的底气
去打“人权牌”干涉别国内政？毕
竟，丑化别人美化不了自己，只会
让自己的形象越抹越黑。美国真
正该做的，是反躬自省，切实纠正
自身犯下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等
人权罪行，真正在国内实现种族正
义和平等，让美国人民真正享有

“安全、繁荣和价值”。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

20日 第3版）

“Fake News！”（假 新
闻）——这是美国前任领导人
的一句口头禅，但它也不幸成
为当下美国社会的一个写
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社会关于疫情的虚假信
息满天飞。它们淹没了抗疫
所需的科学常识和理性精神，
也印证了中国三家智库在一
份研究报告中阐明的观点
——美国堪称“全球第一虚假
信息国”。

疫情暴发之初，白宫决策
层无视各方预警，错失疫情防
控的最佳窗口期。而比起切
断病毒传播的无能，美国政客
在散播疫情虚假信息方面，却
比谁都擅长。

人们记忆犹新，那位经
常痛骂“假新闻”的美国时任
领导人一次次通过疫情发布
会、社交媒体等渠道散布反
科学的虚假信息，称疫情是

“大号流感”“会随着天气变
暖而消失”等等。此外，他还
热衷于兜售诸如“羟氯喹等
药物能治疗新冠”“注射消毒
剂可杀死病毒”等伪科学言
论，一些不明就里的美国民
众因轻信盲从而丧命。美国
《国会山报》曾援引公共卫生
专家的话批评道，美国前任
领导人推动新冠疫情及治疗
方法的相关虚假信息，降低
了公众遵从科学卫生建议的
可能性，这无异于将他们的
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加
上两党将疫情作为彼此攻讦
的武器，美国民众的非理性情
绪被挑动，虚假信息得以蔓
延。而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以
所谓“言论自由”为名放任自
流，则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成
灾。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科

学联盟研究人员2020年发布
的一项研究数据，2020年1月
初至5月下旬期间，全球英语
媒体上发表的3800多万篇关
于新冠疫情的文章中，超过
110万篇含有虚假信息。这些
文章在各社交媒体上被转发
3600多万次，其中3/4的转发
发生在脸书。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
院长约书亚·沙夫斯坦指出，
关于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是

“美国在抗疫方面表现不佳的
主要原因之一”。

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华盛
顿政客上个月指责社交媒体
没有对有关新冠疫苗的错误
信息进行有效监管，但事实表
明，他们自身才是虚假信息的
最大源头。

从将病毒贴上污名化标
签，到污蔑“中国实验室泄漏病
毒”，白宫主人发生更换，但栽
赃中国、甩锅推责的戏码没有
变。像彭博社这样的美国媒体
为给政客遮丑，居然炮制出所
谓“美国抗疫全球第一”的榜
单，沦为全世界笑柄。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3700万，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62万，均为全球
最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近日透
露，在接下来的数周内，美国
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可能突破
20万例。

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抗疫
彻底失败，“全球第一虚假信
息国”正自食恶果。美国政客
基于政治私利与甩锅推责所
编造的谎言，带偏美国抗疫方
向，蒙蔽美国人民，更拖累全
球抗疫进程，无异于病毒的帮
凶。那些虚假信息的始作俑
者以及恶意散播者，理应被追
责。 （转自央广网）

日前，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
部对今年全省村级“两委”换届期
间4起违反换届纪律问题进行公
开曝光。这4起问题是：

农安县开安镇陈家窝堡村党
支部原书记梁宪伟为其儿子竞选
村治保主任助选拉票问题。2021
年 4 月 8 日，梁宪伟找村民郭某
甲、郭某乙在换届选举中为其儿
子梁某某竞选村治保主任助选拉
票，破坏选举秩序，造成不良影
响。2021 年 7 月，梁宪伟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栗子沟村
党员王子海扰乱基层党组织换届
会议秩序问题。2021 年 3 月，八
道河子镇栗子沟村组织召开党员
（扩大）换届工作会议，王子海在
现场质疑党组织对换届选举“一
肩挑”政策，不听劝阻搅乱会场秩
序，影响会议进行并造成一定不
良影响。2021 年 4 月，王子海受
到谈话提醒处理。

双辽市东明镇德胜村原代理
妇女主任张俊侠拉票贿选问题。
2021 年 3 月，东明镇德胜村委会
换届选举期间，张俊侠为当选村
委会委员，通过在村妇联微信群
中发送感谢语言、红包等方式为
自己拉票，造成不良影响。2021
年 4 月，张俊侠被取消候选人资
格；2021年 5月，张俊侠受到延长
中共党员预备期一年处理。

乾安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原
副主任鲍长胜插手干预基层党组
织换届选举问题。2021 年 2 月，
鲍长胜在工作日中午饮酒，在酒
后向乾安县荣业街道党工委书记
闫某打电话、发短信，以荣业街道

东南村换届选举存在问题为由，
对闫某进行威胁和辱骂，插手干
预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2021 年 3 月，鲍长胜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2021年 4月，鲍长胜
受到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

通报强调，各级党委要全面履
行换届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书记
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
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
在人选提名、组织考察、人事安排
等各个方面加强全过程领导、全
过程把关；要压紧压实换届风气
监督“六级责任体系”，督促下级
党委、相关职能部门知责明责、履
责尽责；要深入开展换届纪律教
育，加强重点对象谈心谈话，督促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人
事纪律、严守换届纪律，做到先受
教育后换届；要深刻吸取湖南衡
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
选、破坏选举案件教训，严格落实
中央“十严禁”规定和省委换届纪
律要求，严明换届纪律，防范风险
隐患，对拉票贿选、纪律松弛涣
散、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一律“零容
忍”，确保全省换届工作自始至终
风清气正。

通报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坚持
问题导向，及时跟进换届主体责
任、风险排查、政策和制度规定执
行、人选审核把关、选举现场会风
会纪监督等落实情况，加强监督
检查和巡回督查，对违反换届纪
律行为“零容忍”、露头就打、狠刹
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要进一
步畅通举报渠道，落实问题线索

移送机制，对反映违反换届纪律
的问题线索及时受理，优先办理，
快查快结，对违反中央“十严禁”
换届纪律的行为开展“一案双
查”，对因履职不力，导致本地区
换届风气不正、纪律松弛涣散、选
举出现非组织活动的，严格追究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对违反换届纪律的典型案例，要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开展警示教
育，以案明纪、以案为戒；要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受到不
实举报的不影响提名使用，对造
成不良影响的及时予以澄清正
名，对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行为
予以严肃处理。

通报强调，全省各级组织部门
要落实职责任务，将从严监督贯
穿换届全过程，以铁的纪律确保
换届风气清明清正清新；要从严
执行制度规定，严把人选政治关、
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
坚决防止用人失察、“带病提拔”；
要认真落实换届纪律和警示教育

“六必谈”“六必看”要求，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自觉做到不越雷池、不碰红线；要
紧盯重点地区、关键环节和薄弱
部位，深入开展巡回指导督查、重
点对象督查、换届考察督查、大会
选举现场督查，推动及时发现和
解决各类问题隐患；要充分发挥

“12380”举报平台作用，实时监测
和了解换届风气状况，对违反换
届纪律的严格落实“六不用”“六
调离”等措施，一律取消相应人选
资格，一律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 郭咏欣 报道

随着我省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的有序开展，不少群众提出
疑问“患有慢性疾病是否可以
接种新冠疫苗？”近日，省卫建
委组织了12位专家对此进行
了详细解答。

1、慢性病患者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吗？

答：一般情况下，没有急性
发作，没有一些突出不适的情
况下，是可以接种的。

2、高血压、糖尿病可以接
种新冠疫苗吗？

答：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
在接种新冠疫苗时，要注意平时

血压和糖尿病控制的情况，血压
收缩压控制在 160mmHg 以
下，血糖控制在13mmol/l以下
的情况下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如果病人病情不平稳，血压、血
糖控制不理想，建议把血压、血
糖控制在目标以下再进行接种。

3、甲亢、甲减患者可以接
种吗？

答：甲亢、甲减的患者如果
经过药物治疗症状比较稳定，
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各方面
化验指标正常是可以接种
的。/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朴
松莲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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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资格充当“人权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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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通报全省村级
“两委”换届期间4起违反换届纪律问题

“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自食恶果
——美国抗疫真相之七

慢性病患者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为充分利用冰雪资源，加
快冰雪运动普及，丰富春城人
民冬季文化生活，长春冰雪节
组委会办公室和长春市林业
和园林局将在第二十五届长
春冰雪节期间举办冰雕比赛，
现进行作品征集。

作品征集时间为 8月 25
日至9月10日，现场制作时间
为12月20日-12月25日（暂
定）。投稿对象以组为单位，
2-6人为一组。

投稿作品需紧紧围绕“冰
雪奥运·醉美南湖”这一主题
进行创作，突出创意和技巧，
作品应乐观、积极，具有形式
美感。投稿作品必须为首次
创作，从未发表过的作品。需
按照冰坯长 2m、高 2m、厚
0.5m，结合冰坯特点、观赏性、

趣味性、持久性和安全性等方
面进行创作。

投稿者需于2021年 9月
11日中午12点前提交1-3件
投稿作品，每件投稿作品需提
交3张以上（多角度）设计稿图
片（要求 JPEG格式，不小于
2M）发 送 至 指 定 邮 箱
（526678428@qq.com），经专
家评审后，将于10月中旬由工
作人员通知入选情况，同时将
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微信公众
号公布评选结果。并于12月
上旬通知其现场制作比赛时
间。

本赛事共设置：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优秀奖若干。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
闯报道

长春市南湖公园征集冰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