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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
“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
克，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
制造冠状病毒“技术”。巴里克与美
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
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
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
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
论呼吁，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
织应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
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
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
造技术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
大学流行病学系和微生物与免疫学
系教授、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冠状病
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
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说，巴
里克主要研究三种 RNA 病毒，其中
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
毒。数据显示，1983 年以来，巴里克
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
表400余篇论文，其中关于冠状病毒

的论文高达268篇。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

志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
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
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
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
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
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
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
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
统，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可以在活体
内进行，通过改变病毒的基因或者结
构，来了解每个基因在病毒与宿主相
互作用时发挥的作用。这些工作极
具突破性，它可以通过给病毒不断更
换“组件”，从而制造出新的病毒。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2008 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
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
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
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
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
胞。“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

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
生命形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
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
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
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设计
了一个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一致
的基因组，并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
毒的受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组。
这种新型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
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
效中和。”

2015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
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
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
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
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这种经
过基因操作的SARS样冠状病毒更具
传染性。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刊发
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2016年，
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
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出的嵌合病
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
性。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

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
巴里克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
病毒却不留痕迹”。2020年9月，巴里
克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节目“普
蕾萨迪雷塔”（意为“直击热点”）采访
时，当记者问道：“如果你不想留下痕
迹，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使
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
是吗？”他答道：“没错。你可以不留
痕迹地进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种合成
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种
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实验室制
造病毒。”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
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
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
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
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
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
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
里克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
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

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德特里
克堡内。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
们曾就SARS开展过科研合作。一篇
2014 年刊发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
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
文，就来自与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
的合作。2018年，《自然》杂志上的一
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
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托泽夫
斯基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
修改了基因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
征）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2021
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
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
究。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副
主任丽莎·汉斯莱正是巴里克的学
生。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所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
着糟糕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
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
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
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
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
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
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

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NBC）下属地方媒体
WKYC 在 2016 年 7 月的一篇报道显
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
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
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
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
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
国疾控中心关闭。据《弗雷德里克新
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
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两个从事
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
防护。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
文章说，一群菲律宾记者、企业家和
学者也在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
织调查德特里克堡。正如请愿书中
所强调的那样，德特里克堡仍然是一
个不应被世卫组织专家忽视的谜。
为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应对德特里
克堡和全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行
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
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据《人民日报》8月18日文章）

美学术刊物网站显示——

美国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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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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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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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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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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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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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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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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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翟 濯
据新华社郑州8月18日电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

当前，西方国家疫情难以控制，
美国疫情更是出现加速蔓延态势。
据报道，今年7月5日，全美有19%的
人口生活在高风险地区，到 8 月 9 日
这一比例已暴增至 98%，也就是说
98%的美国人生活在疫情高风险环
境。美国等西方国家医疗条件先进，
但疫情却加速蔓延，除变种病毒传染
力强、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预期等技术
性原因外，个人主义泛滥是导致西方
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义的社会根源
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的统治可谓无处不在，它
不仅主宰经济、掌控政治，还直接参
与社会价值观塑造。从经济角度看，
资本统治建立在剥削和压榨他人劳
动成果基础之上；从政治角度看，它
建立在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
者之上。因此，资本的统治是一种

“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为了维
持非正义的经济剥削和阶级专政合
理化，使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心甘情
愿地接受奴役，其价值观必然是颠倒
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反智主义刻意
回避阶级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个
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

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
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
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将矛
头对准资本。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
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普遍很“装”，表面
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
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

在政治学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明
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
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
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
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
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
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
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
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
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在价值观领域，以笃信宗教掩饰
无视客观规律和现代科学，导致谬种
流传。民调显示，美国迄今仍有 1/3
的人不相信进化论。

个人主义价值观迷惑
性大、危害性强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
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
值观。从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
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
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

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
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
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
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
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
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
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

“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
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以此确保资本力
量对劳动者的压倒性地位。

其次，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
最终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长期
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
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
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
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
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
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
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
家”等一系列推论。英国首相撒切尔
夫人就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只
有个体男人和女人。”就此而言，个人
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
属性。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
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
（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
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共鸣
和体恤。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
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
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
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
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
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
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
总和”。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观点的达尔文，事实上十分强调互
助意识的重要性。他在《物种起源》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在进化过
程中的道德品质。他认为，“社会本
能”的发展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
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依托的社会
达尔文主义，恰恰鼓励人们重新回
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使
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
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
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
反共同体倾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的
大方向背道而驰。

再次，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
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
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
联系当中才有意义。个人主义产生
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个集体概
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
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
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

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
（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
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
也更加冷酷无情。

美国是其中典型代表。美国本
身是个移民国家，号称“合众国”，实
则境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
众为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心理。
美国大力宣扬的推崇竞争的个人主
义价值观，将整个社会变成“原子化”
个人的集合体。“原子化”个人的副作
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成
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民众就像麻
袋里的马铃薯，看似紧密相依，实则
各不相容。

疫情暴露反智主义价
值观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公
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杀伤范围不
分国籍、种族、阶级。因此，应对疫情
最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主义
精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体主义精
神。遗憾的是，面对疫情，西方政客
不是向病毒专家和防疫专家求教解
决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处甩锅，并
乞灵于各种旁门左道。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力量长期推
行愚民政策最终结出恶果。在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多年浸淫下，许多西方
民众执着于“个人至上”信条，对所
谓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抱有执念。这
使西方民众面对疫情时各行其是，
一盘散沙，由此极大延误了疫情防
控。在这些人看来，政府采取的种种
限制性举措（如居家隔离、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乃
至侵犯。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疫情
最严重时期，西方民众经常公然违
抗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
举行抗议、集体聚会乃至开个人演
唱会。

没有比较发现不了真理。中国
能够取得令世界羡慕的抗疫成果，与
中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直
接相关。中国历来有“家国一体”的
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
更是大力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正
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使中国民众能够积极
配合政府的防控举措（如封城、居家
隔离、公共场合戴口罩等），使中国抗
疫斗争真正成为没有死角的人民战
和总体战，并最终确保了抗疫斗争的
胜利。

（据《光明日报》8月18日文章）

个人主义泛滥使美西方国家疫情雪上加霜

（上接第四版）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鼓励下，

西藏广大党员干部缺氧不缺精神、艰
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为西
藏的繁荣发展矢志艰苦奋斗。

“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
革命理想高于天。”高原人民不会忘
记，为了西藏的发展，一批批来自全
国各地、各行业的援藏干部传承“老
西藏精神”，前赴后继奔赴雪域高原，
谱写出催人奋进的援藏精神赞歌，让
雪域高原不断焕发新时代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怀西藏宗教事
务，促进宗教和顺——

坐落于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
麓的哲蚌寺是藏传佛教著名寺庙。7
月22日下午，当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措
钦大殿广场时，法号齐鸣。

在寺里，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
众僧人专注倾听：“宗教的发展规律
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
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
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教
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
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要
和谐、民族要和睦。希望藏传佛教沿
着正确发展方向，我相信这条道路会
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哲蚌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江白
拉桑激动地说，哲蚌寺建寺605年来，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此考
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对哲蚌寺的关心和对藏传佛教的
关怀。

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既是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的一个重点，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工作。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
布的拜见时，希望班禅要积极开展教
义阐释，弘扬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扬善
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苦等积极思
想。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举行
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强调，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
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
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阐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新时
代的西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
向，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宗教信仰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宗
教事务管理规范有序，各种宗教、各

个教派都得到尊重和保护，宗教和睦
和顺。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西藏民族团
结工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街，是西藏著
名的旅游商业街。这里店铺林立，游
人如织。

走进八廓街，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地说：“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民族建
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
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
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八廓街如一个缩影，映照的是西
藏民族团结的大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
西藏生活着藏、汉、回、珞巴、门巴等
40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团结工作
放在了西藏全局工作的特殊位置，强
调：“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
整体的石榴”；“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
点和着力点”；“推动西藏高质量发
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
结进步的意义”。

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每年9月定为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让民族团结
教育走进各级各类学校课堂，大力表
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
如今，西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交往交流交融开新局，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凝聚起共
同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 1951 年的

1.2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902.74亿
元；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98 元，比上年增长 12.7%；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
增长10%……

雄风浩荡藏万卷，磅礴大气独
凛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
步永不停歇。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光辉引领，生活在
雪域高原的各族人民坚信，未来的生
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西藏的明天必
将更加灿烂辉煌！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

心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