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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对美国侵犯人权状况进行揭露
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吴晶、
贾 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4 日发表
《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 年美
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
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遭践
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
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
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
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文约 1 . 2 万
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文 1 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 年国别人权报告》，
继续对世界上 190 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
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
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对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
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
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
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 2018 年美国共发生
涉枪案件 57103件，导致 14717 人死亡、
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 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园枪击案，
共有 163 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
案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分化最
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 1% 的最富有人群
拥有全国 38 . 6% 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
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持续下降。近半美国
家庭生活拮据， 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
困中。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 2 . 5
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 2 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致使骨
肉分离。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
“零容忍”政策，导致至少 2000 名移民

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边境执法人员虐
待、性侵未成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见
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 24 小时运
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邮件、脸
谱网消息、谷歌聊天、 Skype 网络通话等
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网站的报道
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
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马卓
言)针对美国务院“ 2018 年度国别人权报
告”涉华部分再次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14 日表示，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公
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报
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态偏
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中国进行种
种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
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
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国际社
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不断取
得新的发展成就。”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弃
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看待
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我们也奉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国
内的人权问题，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陆慷说。

英国议会下院定于 14 日就是否推迟“脱
欧”进行表决。该机构此前已于 12 日否决了
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并于 13
日投票反对“无协议脱欧”。

现在距 29 日英国“脱欧”最后期限已经
不远。在英国国内各派难以达成有效共识的
情况下，推迟“脱欧”似乎成了一个较为稳妥
和安全的选项。但围绕如何推迟、推迟多久，
相关各方仍在激烈博弈，英国“脱欧”前景依
旧不明。

首相向“疑欧派”发话

有观点认为，推迟“脱欧”期限可能使英
国“脱欧”由此一拖再拖，“脱欧”将可能演变
成没有终点的“拖欧”。

不过这并非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希望看
到的。在前两个选项已被否决的情况下，她仍
在为短期内实现“脱欧”作出努力。

根据 14 日即将表决的推迟“脱欧”动议
案，如果议员们能在 3 月 20 日前就“脱欧”方
案达成妥协，英国将把“脱欧”最后期限推迟到
6 月 30 日，否则“脱欧”期限将被延长更多。

这项政府动议案中提到的两个时间节点
十分关键。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议员们能在 3
月 20 日前就“脱欧”方案达成妥协，特雷莎·
梅就可以赶在 3 月 21 日至 22 日召开的欧盟
春季峰会上正式提出“脱欧”推迟的期限。而
将这一期限定在 6 月 30 日，则可以让英国避
开 7 月初开始举行的新一届欧洲议会会议，
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必参加定于 5 月底举行的
欧洲议会选举。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雷莎·梅 13 日晚向“疑欧派”议员发
话，要求他们下周支持她和布鲁塞尔达成的“脱欧”方案，否则就将面
临更长的“脱欧”延期。

分析人士指出，更长的延期意味着英国必须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而这将使“脱欧”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脱欧”的最终实现也很可能变
得遥遥无期，这显然是“疑欧派”特别是“硬脱欧”支持者所不愿看到
的。特雷莎·梅的意图是以这种前景逼迫“疑欧派”议员支持政府的
“脱欧”方案。

能否如愿尚难预料

然而，特雷莎·梅的上述策略能否打破僵局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在英国，“脱欧”已成为一个高度分裂的议题，即便是反对英国政

府“脱欧”协议的议员们也是诉求各不相同。12 日的议会投票结果显
示，虽然反对特雷莎·梅“脱欧”方案的议员人数比 1月进行的上次表决
时有所下降，但依然比支持“脱欧”方案的议员多出 149 人。同时，反对
党工党也在积极活动，酝酿推动二次公投，甚至要求特雷莎·梅下台。

从欧盟方面看，欧盟及其成员国大体上对推迟“脱欧”持积极态
度，但也要求英国进一步明确“脱欧”的前景和选项。欧盟委员会 13
日表示，虽然英国议会投票反对“无协议脱欧”，但这还不够，需要找
到英国议会所能接受的一项协议。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说，欧
盟想要知道英国推迟“脱欧”的目的所在。

舆论普遍认为，如果英国请求推迟“脱欧”，欧盟方面原则上不会
反对，但会在推迟时间、目标以及下一步行动计划等方面提出要求。
对欧盟来说，英国“无协议脱欧”固然是个糟糕的情况，但推迟“脱欧”
也可能给欧盟在法律和制度上造成一些不易解决的障碍。

(记者张伟)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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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英国“脱欧”变“拖欧”，想必各位看官早已有了弃剧的念头。

就拿这次投票来说，“脱欧”协议进行第二次投票被否决，议会还
得投票决定是否“无协议脱欧”；如果“无协议脱欧”也被否决，那么继
续投票，再决定是否推迟“脱欧”……

看到这儿估计满脑子都是浆糊了吧？别乱，我们再从头捋一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离婚”才能再“谈恋爱”

如果给“脱欧”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可以说它有点像“离婚”。

简单说，英国不想和欧盟继续在一起，在征求了多数孩子同意
后要离婚。而英国也只有跟欧盟结束婚姻关系，才能和欧盟外的市
场开展新恋情。

不过，英国和欧盟这对老夫妻结婚四十多年，关系“剪不断理还
乱”，离婚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现在就卡在了“离婚协议”上。

英国和欧盟的离婚协议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处理好两个
人现在的关系，谈妥分手费、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落于纸面；二是确
立好未来的关系，也就是说离婚后以什么样的关系继续相处，是否
还能继续做朋友。可眼前，英国内部迟迟无法就离婚协议内容统一
意见，拖到现在甚至还有跟欧盟“硬离”的可能，因为一开始日子就定
好了，今年 3 月 29 日正式分家。

而这场离婚官司的最差结局无疑就是无协议“硬离”了。

因为“硬离”意味着“离婚”后俩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瞬间断裂，
原有的贸易关系也将重新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这样双方都会损
失很大，而且还会出现食品和药品短缺、边境货物大量延误等问题。

“鱼与熊掌”兼得有点儿难

除此之外，老夫妻之间总会存在一些难以分割的“财产”。

我们都知道，英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隔壁还有
一个国家叫爱尔兰共和国，是欧盟的成员国。英国的北爱尔兰和爱
尔兰共和国之间有一条 500 公里长的“隐形”边界，如果英国“脱欧”

成功，那么这条边界将从国界变成“欧盟区与非欧盟区”分界线。

说它“隐形”是因为这里并没有一条肉眼可见的分界线。乘车从英国
进入爱尔兰，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跨越了一个国家，完全不需要办任何
手续。许多英国人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处边界两侧，日复一日往返两地。

虽然英国政府和欧盟都曾说过不会在这里设置“硬边界”，但没
有实体边界设施，“脱欧”后出入境人员怎么核查、货物如何征税？这
都是难题。再比如，一家刚好在边境上的农场，牛羊从农场的一端到
另一端吃草都会面临出入境问题。所以，“爱尔兰边界问题”，即“硬边
界”问题，目前是英国和欧盟离婚谈判中最难跨越的障碍。

一旦协议谈妥，在没有协商出解决北爱尔兰地区贸易问题的方案
之前，这里将不会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如果是这样，英国自
然不愿意，因为他们害怕欧盟借机将北爱尔兰“留在”欧盟，从而造成
国家分裂。如果谈不妥，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估计英国和欧盟都不愿
面对。鱼与熊掌，如何才能兼得？反正英国人现在还没琢磨明白。

不过，这出剧既然“拖”到了这份上，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比
如，首相辞职、重新大选、重新组阁、重新想办法……

至于会不会到这个份儿上，我们边走边看吧。
(记者桂涛)据新华社伦敦电

大反转：美国从嘴硬到停飞 737 MAX 的背后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3 日电(记者周
舟 、孙丁)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声令
下，美国 13 日宣布波音 737 MAX 系列
客机停飞令。就在一天前，美国还拒绝国
际社会的呼声，称其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
系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因此没有理
由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 13 日要求美国各航
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 737 MAX 型号飞
机暂时停飞，并暂时禁止该型号系列飞机
在美国领土上运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停飞决

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 13 日上午获
得的“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数据”。但该
机构没有透露是哪些新证据促使其态度发
生 180 度的大转变。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 737-8 客机(属于 737 MAX 系列)
失事，这是继去年 10 月 29 日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机失事坠海之后，
波音 737-8 客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
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韦尔塔 12
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卫星数
据显示两架失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
美国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彼得·德法齐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
示，两起空难“可怕的相似”，均出现了
“不寻常的爬升和俯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不久。
去年狮航客机失事调查报告显示，客机上
某个迎角传感器出现故障，在短短 10 分
钟的飞行过程中，客机机头被危险地向下
推了 20 多次。迎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
数，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飞行，

否则可能有失速的风险。迎角传感器是测
量飞机迎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特沃
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对媒体说，该公司
失事客机机长也曾向空中交通控制人员报
告遇到飞行控制问题，并希望返回机场。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
飞行员曾在一个联邦数据库中至少 5 次就
737-8 客机提出抱怨，有两个飞行员称驾
驶该型客机时出现意想不到的俯冲情形，
其中一人写道，打开自动驾驶模式后的 2
到 3 秒内客机会掉头向下，触发客机安全
系统警告响起“不要下降、不要下降”。
还有飞行员抱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处理问
题的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音客机，
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航空问题顾问比
尔·麦吉评价道，联邦航空局想要讨好飞
机制造商，该部门在飞行安全问题上本该
更加主动。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交通部长雷·
拉胡德说：“公众指望政府对飞行安全负
责，而这就是交通部的职责。”他回忆

道， 2013 年，波音 787 客机出现锂电池组
过热问题后，美国交通部颁布停飞令，该
型客机随后停飞 3 个月左右。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
的詹姆斯·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
文章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2005 年美国联
邦航空局的监管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该机
构不再提名和监管自己“任命的适航代
表”，而允许波音和其他制造商选择自家
雇员来认证飞机安全性。为了给这一改革
正名，该机构当时说从 2006 年到 2015 年将
给航空业节省大约 250 亿美元，“这种行业
自我认证是令人担忧的举动”。

这次全球性停飞对波音的声誉造成重
大打击。波音先在 11 日声称，自狮航客
机去年 10 月失事以来，波音一直在强化
7 3 7 MAX 系列客机的飞行控制软件，
“旨在使已经安全的飞机更加安全”， 12
日又说，“对 737 MAX 系列客机的安全
性充满信心”。但面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
不满，波音还是不得不在 13 日表态支持
停飞，尽管这家公司强调这是“出于高度
谨慎考虑”。

新华社布琼布拉 3 月 14 日电(记者吕
天然)现年 29 岁的埃夫拉尔·恩达伊凯杰
是布隆迪西北部布班扎省宁加村的农户，
因为在中国杂交水稻示范生产中成绩突
出，近日他获得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设立
的“大使丰收奖”。恩达伊凯杰的经历是
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改变布隆迪农民生活的
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援助农业专家组将中国杂交水稻
引进布隆迪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宁
加村等地进行水稻试验。试验成功后，专
家组于 2018 年 9 月开始指导宁加村村民
在约 48 公顷的土地上进行成片示范生
产，全村 130 多户共 1000 多名农民参
加。

恩达伊凯杰今年 2 月收获的第一季示
范生产水稻产量达每公顷 11 吨，而在引
进中国杂交水稻前，每公顷只能收获约 3
吨水稻。

恩达伊凯杰感慨道：“中国农业专家
仅用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我的生活。”他
接着说：“大学毕业后我在父亲的水稻田
里种水稻。那时候产量不高，我也没有
钱。中国专家让我成为他们的助手，还培
训我种植杂交水稻，我用种水稻赚的钱结
婚，盖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已经是这个村
最富裕的人之一了。”

恩达伊凯杰不仅通过种植杂交水稻改
变了自己的生活，还指导其他村子慕名前
来向他学习种植杂交水稻的布隆迪农民。
因为在种植水稻方面取得成绩，布隆迪政
府聘他担任有关职务，负责布班扎省环

境、农业和畜牧业发展。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向布隆迪派

遣四期援布农业专家组。当前在布隆迪的
第四期专家组包括来自水稻、土肥、果
蔬、畜牧、农产品加工、农机和水产领域
的农业专家。

专家组组长兼水稻专家杨华德介绍，
宁加村中国杂交水稻示范生产第一季效果
非常好，目前该村已开始第二季水稻示范
生产。

在帮助布隆迪农民提高水稻产量的同
时，专家组和当地政府还协助农户建立了
生产基金。专家组向农户提供第一季杂交
水稻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农户
们收获一季水稻后，将取得的部分收入投
入基金，用于今后购买种子、化肥和农
药。

同时，专家组还将宁加村民培训为
农业技术员，通过他们指导其他农户开
展水稻种植，并培训布隆迪农业系统的
官员、技术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为杂
交水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杨华德说，专家组正积极推动中国
杂交水稻种子布隆迪本土化生产。他介
绍，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川香优 506 ”
去年已通过布隆迪政府审定，允许在当
地生产。

为推动布隆迪农业发展，中国专家
们平均每个月下乡到生产一线时间达 20
天以上。中国驻布隆迪大使李昌林、经商
参赞鲁军等也多次到田间了解农业组工作
情况。

为表彰中国农业专家和中国大使馆为
布隆迪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布隆迪农牧
业部官员在“大使丰收奖”活动现场代表
布隆迪政府向杨华德、专家组土肥专家罗
时德颁发“突出贡献奖”，向李昌林和鲁
军颁发了“功勋成就奖”，农业专家组其

余成员也获得了“杰出工作者奖”。
李昌林表示，农业合作是中布合作亮

点，未来将根据布隆迪需求和实际情况，
继续支持推动布隆迪农业发展。

“中国人在布隆迪做的是实实在在的
事。”李昌林说。

“我用种植中国杂交稻赚的钱结婚盖房”
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改变布隆迪农民生活

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事的

波音 737-8 客机的运动轨

迹 相 似 ，两 起 空 难 “可 怕 的 相

似”，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不久，

均 出 现 了 “不 寻 常 的 爬 升 和 俯

冲”。这次全球性停飞事件对波音

公司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

▲ 3 月 12 日，在布隆迪西北部布班扎省宁加村，中国援助布隆迪农业专家
组专家在中国杂交水稻示范田指导当地农业技术员。 新华社记者吕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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