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 月 3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
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所谓溯源报告，
是一份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
告。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打着溯源幌
子搞甩锅推责的把戏，早日回到合
作抗疫、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汪文斌说，外交部副部长马朝
旭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
新已分别通过发表谈话和接受采
访形式就此阐明了中方立场。“美
国情报机构发布的这份所谓溯源
报告，是一份反科学的政治报告；
一份打着溯源幌子、推卸美国自身
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报告；一份编
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的虚假报
告。如同当年散布伊拉克拥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一样，这份
报告是美国误导和欺骗国际社会
的又一例证。”

“美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
不通过科学家而要动用情报机构
溯源？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到底是
要寻找真相还是要编造‘真相’？
美方也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反复
纠缠没有科学依据的实验室泄漏
论？即使动用全部情报力量也找
不到证据，美方却仍不放弃实验室
泄漏论。这不是政治操弄，又是什
么？美方还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
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亡

人数最多的国家？”汪文斌说。
他指出，疫情暴发以来，美方

在抗疫关键时刻退出世卫组织，在
全球急需疫苗之际禁止疫苗出口，
在中国和世卫组织成功开展第一
阶段溯源研究之后大肆炒作实验
室泄漏论。美方所作所为不仅导
致美国自身抗疫彻底失败，让美国
民众付出惨痛代价，也导致了严重
毒化国际溯源合作的氛围，使溯源
日益偏离正确方向，美国已成为国
际抗疫合作的最大破坏因素和科
学溯源的最大障碍。

“人们不禁要问，是美国人民
的生命重要，还是政客们的政治私
利重要？是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
重要，还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重
要？美国将抗疫和溯源政治化究
竟要持续到何时？”他说。

汪文斌说，面对病毒，各国命
运与共、休戚相关。抗击疫情，需
要坚持科学、团结协作。中方始终
坚持合作抗疫、科学溯源，始终反
对将抗疫和溯源政治化的错误行
径，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抗疫和溯
源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早日战胜
疫情。“我们敦促美方珍爱生命、尊
重科学，停止打着溯源幌子搞甩锅
推责的把戏，早日回到合作抗疫、
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2021年8月31日《人民日
报》文章）

外交部：美病毒溯源报告
是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8月 31 日电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
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邱军、孙丽美同
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们“时代楷
模”称号。

邱军，生前系甘肃省华池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挂职），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所属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管理部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在脱贫攻坚战进入攻城拔寨
的关键时刻，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号召，主动请缨到条件艰苦的
革命老区挂职，坚持扶贫、扶志、扶
智相结合，千方百计引进扶贫项
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
华池县整体脱贫，受到当地干部群

众广泛赞誉。2021年1月8日，不
幸病逝在工作岗位上，把生命献给
了华池这片红色热土，年仅 39
岁。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孙丽美，生前系福建省霞浦县
松山街道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她
17 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基层，时刻
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任劳任
怨、苦干实干，不断增强基层党组
织凝聚力，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
济，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
问题，带领群众把落后的古县村建
设成为美丽乡村，被当地村民视为
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2021年
8月6日，在防抗台风工作中，为保
护群众财产安全，不幸因公殉职，
年仅 44 岁。被追授“全国三八红
旗手”“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

中宣部追授
邱军、孙丽美“时代楷模”称号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
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引发社会
强烈关注。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
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通知从严格
限制时段时长、严格落实实名验证、
强化监管、积极引导四方面，进一步
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

此举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受
访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表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防沉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齐发力、
共干预，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良好环境，形成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的社会合力。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说，随着我国互联网使用日益低龄化、
便捷化，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直至
成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
响了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

康，甚至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
诱因之一。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
象，我国已进行了多年治理。加强监
管只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一方面，还应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家长
加强监护督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社会安全
研究基地研究员李小波介绍，在公安
机关查获的案件中，青少年因网瘾引
发犯罪案件屡见不鲜。“无论从违法犯
罪预防，还是从未成年人成长成才角
度，我都十分支持这个通知。这些新
举措顺民心，应民意，可谓大快人心。”

“通过严格的管理措施，能看到国
家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高
度重视。”天津市岳阳道小学信息主任
么恩鑫说，通知给教育工作者指明了
方向，教师应更好发挥监护教育职责，
引导学生树立健康上网、用网的习
惯。学校将严格落实，借助更多有益
的课外活动、实践活动拓展学生的课
余生活。

“通知在家长群里‘刷屏’了，大家

都拍手叫好。”北京朝阳家长王嘉琪
说，孩子因沉迷网游，不仅影响视力，
也影响学习，甚至引发了多次“家庭战
争”，苦不堪言。有了这样的规定之
后，希望游戏公司严格落实，切实承担
起社会责任。

济宁一中语文教师孙伟表示，网
络游戏环境治理已迫在眉睫。“国家出
手治理，非常必要及时！特别是对网
络游戏企业的管理，从源头入手、多管
齐下、各方配合，相信此举对防止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会起到积极作用。”
他还表示，作为教师，应帮助学生培养
高雅、多样的兴趣爱好，与家长密切合
作，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杨涛是天津市一名初二学生的家
长，看到通知后，他第一时间在朋友圈
转发点赞。“因为我身边就有两名未成
年人因为玩游戏耽误了学习，也让孩
子和家长产生了隔阂，影响了家庭和
睦。”他表示，期待下一步严格落实相
关规定，家校共同努力营造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空间。

“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管理与
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为他们筑牢保
护屏障，是企业社会责任所在，也是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建议，为坚决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应加强网
络素养培育工作，全面提升包括未成
年人、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全
民网络素养，推动建立相关研究机构
和社会组织，进一步支持、鼓励对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的系统研究。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
版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联
合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合作推出“网
络素养课程”，持续关注未成年人绿色
网络教育。

山东省莱州一中学生张玥说，沉
溺于虚拟世界，会影响正常学习、生活
与身心健康。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
间，可以帮助同龄人进行合理的时间
管理，远离网瘾，珍惜时光，更加健康
成长。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携手筑牢保护屏障
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

新华社记者

8月31日，北京小学广外分校高年级学生在开学典礼上为刚刚入学
的一年级新生戴校徽。北京市140万中小学生将于9月1日开启新学期。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北京：140万中小学生
即将开启新学期

据新华社北京8月 31 日电
（记者李放 王晓洁）8月31日下
午在北京开幕的2021世界5G大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
绍，目前我国已开通建设5G基站
99.3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
95%以上的县区和35%的乡镇，5G
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92亿户。

据了解，本届 5G 大会以“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来自20个

国家的1500余位业界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会，
大会包括论坛、展览展示、5G应用
设计揭榜赛等，全面聚焦共建数字
基础设施，致力推动产业合作、跨
界融合，搭建5G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以及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桥梁，构
筑 5G 深耕行业的展示及推广平
台，助力打造5G与其他行业领域
共融共生，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我国已开通建设
5G基站99.3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8月 31 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8月31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国铁集团实现收入
5128 亿元，同比增加 982 亿元；净
利润亏损 507 亿元，同比减亏 448
亿元。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2989亿元，投产新线1138公里，

其中高铁505公里，铁路发展呈现
持续向好态势。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半年，国铁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
入实施客货增运增收策略，有序推
进铁路建设，持续推动铁路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铁集团上半年
实现收入5128亿元

结束在阿近20年军事行动

美军从“最漫长的战争”中黯然撤离

新华社喀布尔8月31日电 当
地时间8月30日23时59分，一架美军
C-17运输机载着最后一批美国军人
从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匆匆起
飞，消失在夜幕中。美国历史上最漫
长、长达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
黯然撤离告终。

飞机起飞前，机场没有举行任何
仪式。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
拉·穆贾希德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最后一名美国占领者从喀布尔机场
撤离，我们的国家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和自由。”

美军撤离后，塔利班武装人员鸣
枪庆祝持续大约一个小时。38岁的家
庭主妇鲁娅·塞迪奇说：“这场战争终
于结束了。希望我的国家迎来和平。”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
肯齐在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已完成从
阿撤出的任务，这标志着美军在阿20
年军事行动的结束。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实施空袭，
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来，2461名美
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逾2 万名美
军受伤，耗资2万多亿美元。

国际主流媒体不约而同以“失败”

评价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正如美前
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所说，美
国在阿国内政治以及“国家建设”等方
面的政策都失败了。

过去半个月来，美在喀布尔机场
的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逃难的人群在
跑道上追逐飞机和攀附在飞机上的阿
富汗人坠亡的画面令世界震惊。德国
总统施泰因迈尔说，“喀布尔机场的绝
望场面对西方政界来说是个耻辱”，阿
富汗局势是“人间悲剧”。

20年来，在阿军事行动造成10多
万名阿平民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

所，平均每天造成 6000 万美元的损
失。世界银行说，2020 年，援助资金
占阿国内生产总值的 42.9%，阿经济

“脆弱且依赖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说，该机构在阿粮食库存即将
耗尽，急需资金赈济民众。阿政治分
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说：“阿富
汗人对美国很失望，因为他们只留下
了战争、破坏和贫困。”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发表媒体声明，
呼吁停止阿境内的暴力，通过“阿人主
导、阿人所有”的民族和解进程达成和
平解决方案，恢复安全和法律秩序。

图①：8月30日，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喀布
尔机场登上一架军机。图②：8月31日在阿富
汗喀布尔机场拍摄的塔利班人员。图③：8月
31日拍摄的阿富汗坎大哈街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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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流媒体不约而同以“失败”评价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正如美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
金利所说，美国在阿国内政治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政策都失败了。20年来，在阿军事行动造成
10多万名阿平民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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