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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欧方不要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不要再玩弄虚伪的双重标准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3 月 22 日宣
布，
中方对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实
施制裁。
3月 22 日，欧盟基于谎言和
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
施单边制裁。欧方此举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
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中方对此
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
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决定对
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
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 10
名人员和 4 个实体实施制裁，包
括：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盖

[

勒、格鲁克斯曼、库楚克、莱克斯
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玛，比利
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立陶宛议
会议员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
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欧盟理事
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
人权分委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
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相
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
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他
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
制同中国进行往来。
中方敦促欧方认识到错误的
严重性，
反躬自省，纠正错误，不要
再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不要再
玩弄虚伪的双重标准，
不要再四处
干涉别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否则，
中方将做出进
一步坚决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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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及时的、有益的
据新华社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 日
表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及时
的、
有益的，
加深了相互理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周末结束。
中方如何评价此次对话的成果？是
否认为对话实现了预期目标？
华春莹说，
此次中方应美方邀
请，
赴安克雷奇同美方举行中美高
层战略对话，
是落实两国元首除夕
通话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两国元
首亲自决策举行的。对话期间，
中
美双方围绕各自内外政策、
中美关
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
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
长时间、
建
设性的沟通。对话是及时的、
有益
的，
加深了相互理解。
首先，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
通话精神，
保持对话沟通，
开展互利
合作，防止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
抗，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
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
其次，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问题上阐明了坚
定立场，
相信美方对此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中方向美方明确指出，
主
权和领土完整是重大原则问题，
美
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
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不要低估中
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
的意志。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
利益与重大关切。美方重申在台湾
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此外，双方就一些具体领域合
作及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达成了一
些共识，如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
候变化领域对话合作，
双方将建立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
探讨了
为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种新冠疫
苗作出对等安排，
同意将本着对等
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
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
关问题进行商谈，并同意就经贸、
两军、执法、人文、卫生、网络安全
以及气候变化、
伊朗核、
阿富汗、朝
鲜半岛、
缅甸等一系列问题保持和
加强沟通协调。

希望美方展现大国应有的自信和风度
据新华社报道
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实际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 日
表示，中美完全可以有共同的“朋
友圈”。希望美方展现作为大国应
有的自信和风度，
不要再胁迫其他
国家选边站队、
追随美国干涉中国
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方
多次提到中方对美国盟友进行经
济和军事“胁迫”。澳大利亚贸易、
旅游和投资部长称，
感谢美方站出
来支持澳方，美不会让澳孤立无
援。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报道
称，地区国家谨慎对待美组建“反
华同盟”，称一味迎合美战略目
标，不顾中方关切，有失平衡。比
如，韩方表示，韩国不仅不会视中
国为威胁，
还会进一步同中国加强
务实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美国及其几个所谓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承认美国
就是国际社会，
不承认美国的价值
就是国际价值，
不承认美国说的就
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
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
华春莹表示，中国同美国及澳
大利亚等几个美国盟友之间各有
各的问题和立场，
是非曲直十分清
楚。试图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向
中国施压讹诈，
甚至狐假虎威来吓
唬中国，
是行不通的。澳大利亚和
中国之间有直航，
绕道美国舍近求
远，得不偿失。
华春莹说，
这个世界上究竟是
谁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搞“长臂管
辖”“胁迫”他国，国际社会看得
清清楚楚。中国从不发动贸易战、
不非法抓捕他国公民、不无端打压
他国企业。“胁迫外交”这顶帽子
显然美国最适合戴，而绝不是中
国。

3 月 21 日，在美国纽约，人们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 新华社

纽约举行集会抗议针对亚裔歧视和仇恨犯罪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纽约市近日举行 多 场
游行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
和仇恨犯罪。集会民众高举“停
止 仇 恨 亚 裔 ”“ 种 族 主 义 是 病
毒”和“停止针对亚裔的暴力”
等标语，谴责种族歧视和仇恨犯

罪。
19 日至 21 日，在纽约曼哈
顿南部的联合广场连续三天举行
游行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
和仇恨犯罪，每天都有数百名民
众参与。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
领 袖 舒 默 19 日 在 出 席 集 会 时
说，针对一部分人的暴力和偏执

就是针对所有人的暴力和偏执。
他呼吁人们在遭遇种族歧视时大
胆发声。
美籍亚洲人联合会谴责了日
前发生在亚特兰大的枪击事件，
呼吁解决纽约市乃至全美的暴力
问题，并对帮助弱势群体的社区
建设项目提供预算支持。

美墨边境移民激增,拜登面临首考
推翻特朗普的强硬政策，
边境人道主义危机却在加剧

陈丹 （新华社专特稿 ）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1 日
说，他将“在某一节点”访问美国
与墨西哥边境。
拜登推翻前任唐纳德·特朗普
一些强硬的移民政策，主张“更人
道”，但在一些媒体看来，边境人
道主义危机却因非法移民激增而
加剧，对拜登政府构成上任以来首
场考验。

拜登 21 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
者，他清楚边境移民安置设施的情
况，
没有提及具体的访问时间。
被问及政府还能做什么以劝
说携家带口的移民停止尝试跨越
美墨边界时，拜登回答，
“要做的
有很多，我们处在做的过程中”。
政府正着手确保“他们待在原地，
从各自国家发出避难申请”。
美联社报道，拜登 1 月 20 日
就职后取消特朗普任内一些针对非
法移民的措施，被一些中美洲民众
解读成可以尝试越境入美的信号。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18954 名携家带口的移民和 9297
名无监护人陪伴的儿童移民今年
2 月试图非法越境，人数比 1 月分

别增加 168%和 63%。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难以收
容和处置不断增加的无陪伴儿童
移民，不少人困在监狱似的边境站
数日，等待被安置到政府运营的收
容所。
特朗普 21 日发布声明抨击拜
登改变移民政策，敦促后者完成特
朗普任内开始的美墨边境 “隔离
墙”建设。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
罗·马约卡斯当天一口气亮相 4 档
新闻节目，强调政府正设法控制美
墨边境现状。
“我们的信息直截了当——
—
边境关闭，”马约卡斯说，
“我们驱
逐携家带口移民，驱逐只身而来的
成年人……我们已决定不驱逐年
幼、脆弱的儿童。”
马约卡斯在节目中多次责备
执政时施加一系列反移民政策的
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他认为，
移民系统 “被前任政府完全拆
散”，必须重建。
“我们过去见过大量移民，知
道如何应对，
”马约卡斯说，
“我们
有计划，正在执行计划，我们会成
功……但需要时间。”

共和党籍得克萨斯州联邦众
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说，看不到马
约卡斯所谓的“计划”。他认为，
拜
登政府传递的信息是 “如果大家
想来，就能留下”，继而“造成边境
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联社报道，白宫坚决不把美
墨边境现状称为“危机”。职业移
民官先前提醒，一旦有消息称特朗
普强硬的移民政策要被推翻，非法
移民人数可能激增。
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联邦参
议员克里斯·墨菲上周随议员小组
探访得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一处
移民安置点。按照他的描述，数以
百计儿童移民挤在 “一个大开
间”，一名 13 岁女孩讲述的经历
令他差点落泪。
同样随团探访的马约卡斯说，
特朗普任内，这样的女孩“可能被
打发走，被赶到墨西哥沙漠，或是
遣送回她因恐惧而逃离的国家”。
美联社分析，拜登政府着手打
造移民法案解决长期问题，却没有
应对移民激增的方案。政府官员不
希望出现特朗普“骨肉分离”政策
下“儿童在笼中”的画面，却无力
收容不断增加的无陪伴儿童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