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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坚决反对台湾个别人歪曲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台湾作为一个省，没资格加入联合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针对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治人
物多次“投书”外国媒体，
刻意歪曲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体现了国
际公认的法律事实，
白纸黑字，
不容
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
曲，
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

能得逞。
赵立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
“我们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
反对‘两
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
独’的态度不容挑战，
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赵立坚说，联合国是由主权国
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71 年
通过的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已经从
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
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
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
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
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 2758 号决
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
有资格加入联合国。多年来的实践

充分表明，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
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赵立坚表示，联大第 2758 号
决议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
白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
肆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
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台湾个别
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是对一

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
衅，是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公
然违反，也是典型的‘台独’言论，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这一言论在国
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
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员
国的理解和支持。”赵立坚说。

[图说世界]

塔利班接连会晤美欧代表
称愿与国际社会积极交往
惠晓霜 （新华社专特稿 ）
与美国代表结束面对面会谈
后，
阿富汗塔利班定于 12 日与欧洲
联盟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
塔利班表达与国际社会 “积
极”相处的意愿，呼吁“合作而非
施压”。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
长阿米尔·汗·穆塔基 11 日在多
哈说：
“我们明天与欧盟代表会
谈。我们正与其他国家的代表积极
会晤。”
阿富汗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
治办事处。塔利班代表 9 日和 10
日在多哈与美国代表会谈，
这是美
军 8 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
次面对面会谈。
穆塔基在多哈的一场活动中
说，
塔利班方面还会见了德国政府
官员和英国议会议员。
欧盟发言人娜比拉·马斯拉利
证实欧盟与塔利班代表 12 日将
会谈，且美方代表也参加。“美国
和欧洲方面”将谈及多个议题，包
括允许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自由
离开、人道援助、女性权利和防止
恐怖分子把阿富汗作为发动袭击
基地。上述议题也是塔利班与美方
会谈的内容。
与美方一样，欧盟方面表示，

这次会谈不代表承认塔利班政权，
只是“技术层面的非正式交流”。
穆塔基则表达了塔利班愿与
国际社会接触的立场：
“我们希望
与世界建立积极关系。我们相信平
衡的国际关系，这样的关系能使阿
富汗摆脱动荡。”
“国际社会应当与我们合作
而不是施压。”穆塔基说，塔利班
正在遏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
富汗分支的活动，施压只会有利于
后者。他再次敦促美国解除对阿富
汗中央银行超过 90 亿美元资产
的冻结。
美方在先前会谈中表示愿意
“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但没有就解冻资产松口。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 11 日呼吁国际社会迅速提
供援助，以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这场危机正影响至少 1800 万
人，
占这个国家人口半数。”
古特雷斯敦促国际社会立即
向阿富汗经济注入流动性，这种支
持不应与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挂
钩。
他说，
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
团体正争分夺秒，赶在冬季到来前
向阿富汗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
助”。援助行动获得塔利班方面配
合，
后者在必要时提供安全保护。

金正恩说美国不敌视朝鲜的信号
令人难以信服
据新华社报道
据朝中社 12 日报道，朝鲜劳
动党总书记金正恩 11 日在为庆
祝朝鲜劳动党成立 76 周年而举
行的国防发展展览会上发表讲话
说，
美国近日频繁表示对朝鲜没有
敌视态度，
但目前没有任何行为证
据让人相信他们的话。
金正恩说，
无论是在和平环境
还是对抗形势下，建设强大军事力
量都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自卫权利、
义务和核心国策，不断加强建设、
不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党
最重大的政策、目标和坚定意志。
“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革命
时代的要求，
也是我们的责任。”
他还说，
韩国以增强对朝威慑

力为由不断加强国防力量，却把朝
鲜研发武器视为“挑衅”，这种伪
善的双重标准十分危险，朝鲜对此
深感遗憾且决不容忍。今后一旦再
有破坏朝鲜自卫权的行为，朝方必
将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他进一步说，引发地区紧张局
势的根源是美国的错误判断和行
动。
朝鲜增强国防力量也并非针对
韩国，同一民族在半岛发生冲突的
悲惨历史不应重演。
金正恩还说，当天的展览是展
示朝鲜取得国防科学、
军需工业辉
煌成就的一次国力示威，
其意义不
亚于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式。
金正恩在开幕式上还向为发
展国家国防力量做出特殊贡献的
优秀成员颁发了荣誉勋章。

/ 新华社

俄罗斯新冠疫情恶化
据新华社报道 10 月 11 日 ，俄罗斯莫斯科市郊科穆纳尔卡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工作 。
俄罗斯新冠疫情近来恶化 。 据俄防疫指挥部 11 日发布的数据 ，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9409 例 ，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 7804774 例 ，累计死亡 217372 例 。

疫情以来枪支热销和人们无所事事使情况变得更糟

越来越多美国未成年人殒命枪支暴力
袁 原 （新华社专特稿 ）
无论蹒跚学步的幼童，还是躁
动的青春期少年，美国越来越多未
成年人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新
冠疫情以来这一趋势愈演愈烈。
据美联社 11 日报道，近年来
美国涉及未成年人的枪击事件持
续增长，新冠疫情以来枪支热销
和人们无所事事使情况变得更糟
糕。
报道援引“枪支暴力档案”网
站数据说，2019 年美国有 991 名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因枪支暴力丧
生。该网站援引执法人员、媒体报
道、政府或商业机构等 7500 多处
信源调查得出上述数据。2020 年，
美国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中有 1375
人因枪支暴力死亡。截至今年 10
月 11 日，这一数据达到 1179 人，
另有 3292 名未成年人因枪支暴力
受伤。
美国联邦调查局 9 月 28 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去年美国凶杀案增
长近 30%，涉 20 岁以下年龄群凶
杀案增长逾 21%。
身陷枪支暴力的美国未成年
人，有的在玩耍时被流弹击中，有
的一言不合就拔枪行凶。用美联
社的话说，
“恐怖的故事”比比皆
是。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今年 5 月有 2 名儿童在枪击事件
中丧生：9 岁女孩特立尼蒂·奥托
松 - 史密斯在蹦床上跳跃时被流
弹击中头部，至今不清楚嫌疑人
身份；6 岁女孩阿尼娅·艾伦和妈
妈开车经过枪战现场，不幸被击
中。
除了儿童，不少枪击案的受害
者是青少年。15 岁学生贾马里·威
廉姆斯和肯特雷尔·麦克尼尔就读
于芝加哥同一所中学，9 月 21 日
分别在两起无关联的枪击事件中
丧生。警方拒绝猜测枪击原因，尚
未逮捕任何人。

费城一所中学上个学年有 5
名学生在枪击事件中身亡，另有数
名学生受伤。新学年开学不久，同
一所学校又有 2 名学生和一名刚
毕业的学生因枪支暴力死亡。
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今年 3
月发布的报告说，死于枪击事件的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在 2017 年达到
19 年来最多，
此后连续增长。报告
说，相比白人同龄人，黑人儿童和
青少年死于枪击事件的风险高出
4倍。
一些研究显示，枪支暴力未
成年受害者中，年龄较小的儿童
通常被意外击中，但青少年却多
为袭击目标，不少行凶者同样是
青少年。
有专家认为，社交媒体上的
网络暴力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现实
中的枪支暴力。费城一位负责凶
杀案的警官说，社交媒体上的侮
辱性言论会很快引来现实生活中
的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