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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黑人遭
警察枪击，数日后在医院死亡。其家
人的律师 6 日说，视频显示，当事
警察无正当理由开枪。

遭枪击的黑人名叫蒂雷尔·威

尔逊，患精神分裂症，3月 11日在加
利福尼亚州丹维尔一个停车场被警
察安德鲁·霍尔开枪打成重伤，3月
17日在医院去世。视频显示，霍尔靠
近威尔逊，威尔逊后退。霍尔用枪指
着面对自己的威尔逊，然后开了一
枪，威尔逊仰面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08 国际新闻 22002211 .. 44 .. 88 星 期 四

编 辑 李 俊 朱 艳 丰

外交部发言人揭批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

美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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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龙镇广场景观灯、广告灯箱维保招标公告
投标公司须成立满 3 年， 注册资
金满伍佰万， 有照明技术服务/工
程维修经营项目，3 年内有承接同
类项目经历。 领标书时间：4 月 9
日、12 日 、13 日 ，地址 ：南京西路
1038 号 904 室物业部，62187878-
308，王小姐。

遗 失 声 明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号码 2364
8395，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陆琴遗失上海凡德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
发票二张，代码：031002000204，
日期：2021-3-23，号码：15783872，
内容： 交通运输设备零件费，金
额：13800元；号码：15783873，内
容：现代服务服务费，咨询费，金
额：8500元。 声明作废。《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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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方近日借人权问题发表
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
示，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
其作过的恶，奉劝美方放下傲慢与
偏见，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
权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6 日表
示，在涉及到美方关切的中国在新
疆实施“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
权行为的问题上，美方的举措是有
意义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多次说过，所谓新疆‘种

族灭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谎言。”
赵立坚说，美方越是“孜孜不倦”地
炮制涉华人权谎言，伪装成人权
“卫道士”，越说明它对自己积重难
返的人权状况心虚不已，只能靠将
脏水泼向别人以转移视线。“这套
蒙蔽世人的伎俩不会得逞。美国的
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作过的
恶，历史和现实都已记录下它侵犯
人权的条条罪状。”
赵立坚列举了美方侵犯人权的

几条罪状。
第一宗罪是殖民主义。他表示，

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
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罄竹难书
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美国
在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
运动大肆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美国
印第安人人口从 15 世纪末的 500
万骤减至 20世纪初的 25万。

第二宗罪是种族主义。 赵立坚
说，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
统性、持续性的存在。联合国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早就指出，美国非洲
裔在健康、就业、教育和公平审判等
方面的权利面临系统性的种族主
义。疫情暴发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
犯罪从去年 3 月以来增长了
150%。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时，有 110 多个

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
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种族
歧视等系统性问题。

第三宗罪是输出动乱。 赵立坚
指出，2001 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
80 个国家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
争、开展的军事行动夺去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 33 万人，
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许多国家
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美西方支持策
动“阿拉伯之春”，造成了西亚北非
很多国家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是干涉主义。 赵立坚
说，美国多年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
的旗号，无视《联合国宪章》尊重国
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对主权
国家大打出手，美国还对有关发展
中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导致严重人
道主义危机。“试问：覆巢之下，焉
有完卵？若国家主权沦丧，人权又怎
能保障？”

第五宗罪是双重标准。 赵立坚
说，美方无视新疆发展繁荣的现实和
2500 万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事实，
仅仅依据几个所谓伪证人的说法就
随意给中国扣上“种族灭绝”的帽
子。在谈到美国政府如何对待本国穆
斯林时，赵立坚说，“9·11”事件后，
一些美国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甚至发
生打砸洗劫清真寺等极端行为，穆斯
林群体成为白人暴徒的袭击对象。
2017 年，美国上届政府出台“禁穆
令”，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专门针
对穆斯林群体颁布禁令的国家。美国
一项民调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认
为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
赵立坚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

边自欺欺人标榜自己是所谓的“人
权楷模”，一边肆无忌惮在人权问
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
护自身霸权的工具。“我们奉劝美
方，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检视自
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
实措施加以改进，而不是对别的国
家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杜 鹃 （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
连斯基 6 日敦促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尽快推进接纳乌克兰的进
程，称这是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
冲突的“唯一途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
特里·佩斯科夫当天警告，上述
做法只会加剧乌东部冲突。

泽连斯基 6 日与北约秘书
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
就乌东部局势升温、俄方在俄乌
边境地区集结军队表达担忧。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推特
留言，强调现在是北约推进接纳
乌克兰进程的时候，乌克兰政府
将致力于防务改革，希望北约今
年把乌克兰纳入“北约成员国行
动计划”。

泽连斯基认为：“北约是结
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冲
突的唯一办法。乌克兰加入‘北
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将向俄罗斯
释放切实信号。”

2014 年 4 月，顿巴斯地区

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
大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
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分别于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2 月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
协议，此后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
控制，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去
年 7月，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
组（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与顿巴斯地区民间武
装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各方就在
顿巴斯地区全面停火达成一致。

今年 2月底以来，乌东部地
区交火事件和人员伤亡有所增
多。乌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互
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6

日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只会加剧
乌克兰内部问题。“我们非常怀
疑这种方式会有助于乌克兰解
决国内问题……在我们看来，这
只会使局势恶化。”

他说，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
将无法接受加入北约的前景。

俄罗斯曾经多次声明本国
并非乌克兰国内冲突的一方。佩

斯科夫 5日告诉媒体记者，俄罗
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
“一向非常注重本国安全”。俄
军按自身需要确定在俄境内移
动的方式和地点。

泽连斯基近期在与英国首
相和加拿大总理通话时同样提
及加入北约的意向。

美国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
6日说，乌克兰多年来寻求加入
北约，美乌两国政府一直在讨论
这一议题。是否接纳乌克兰由北
约决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
赖斯同一天说，乌克兰加入北约
必须先完成改革。

北约 2018 年把乌克兰列入
“申请国”名单。乌克兰最高拉达
（议会）2019年 2月通过宪法修
正案，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国
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如果乌克兰
被纳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
将被视为北约候选国；在满足北
约所列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
要求后，乌克兰还需要等待北约
正式邀请以及各成员国批准。

乌克兰盼入北约结束乌东部冲突
俄罗斯警告:上述做法只会加剧乌东部冲突

4月 5 日，顿涅茨克地区阿夫季伊夫卡附近，乌克兰军人在前线站岗。 /人民视觉

美国一警察被疑无理枪杀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