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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
石龙洪、陆华东、陈舒）台湾地区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已致 740 多条生
命无辜逝去，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打
击。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指
出，民进党当局从一党私利出发，将政
治凌驾于科学专业之上，漠视民众生
命健康福祉，是疫情恶化的根本原因，
他们把自己的罪变成了对台湾民众
的罚。
　　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处综合
科副主任医师刘波说，传染病的经典
防控举措主要包括隔离传染源、阻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新冠肺炎防
控亦是如此。从大陆防疫经验来看，及
时筛检、及时隔离、应收尽收，这些都
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反观 5 月中旬以来台湾疫情防
控情况，刘波认为，这三个环节均有
疏漏。放松入境人员防疫政策、一直
不实行普筛，导致不能及时发现感染
者或无症状感染者；拒绝吸收大陆建

方舱医院等经验，不能及时将感染者
或无症状感染者严格隔离，给医疗机
构和社区带来巨大压力；疫苗采购不
力，又拒绝大陆疫苗，导致台湾疫苗
短缺，无法把该保护的人群彻底保护
起来。
　　“台湾本有防控疫情的有利条件，
但不幸疫情还是暴发了，至今没能完
全控制住。”刘波说。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
松岭认为，台湾疫情绵延至今，民进党
当局的防疫政策在岛内备受诟病，主
因在于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把心思用
在防疫上，反而借疫情进行各种“大内
宣”。以他们自诩的“超前部署”为例，
其实主要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在疫情
初期不断宣扬“台湾模式”，自诩为“全
球样本”；二是“以疫谋独”，高喊“台湾
可以帮忙”，借机“扩大国际能见度”；
三是所谓疫苗“超前部署”，如今看来
只是“政商勾结”，推动有关股票股价
大涨，当权者从中渔利。

　　“在防疫问题上暴露的种种乱象，
说到底都是民进党当局执政本质所决
定的。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把老百
姓生命安危放在心上。”朱松岭说。
　　“民进党当局为了给自己执政涂
脂抹粉，装扮‘防疫模范生’，一直宣
扬防疫成就，客观上麻痹民众，实际
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
直指，民进党当局防疫措施存在各种
各样的破口，变成漏洞，最终导致疫
情暴发。
　　专家指出，尽快取得更多疫苗，为
民众建立免疫屏障，才是解决台湾疫
情的根本之道。5 月中旬以来，大陆方
面一再表示愿意迅速作出安排，让广
大台胞尽快有疫苗可用。民进党当局
不仅对大陆善意口出恶言肆意诋毁，
而且四处造谣说“大陆阻拦台湾采购
疫苗”，对民间洽购疫苗态度也是反复
无常，一度设置层层关卡。
　　唐永红认为，民进党当局拒绝大

陆好意，说到底仍是意识形态挂帅，借
机继续激化两岸民意对抗。“过去一
年，民进党当局执政乏善可陈，导致民
怨四起，需要借‘仇中’‘恐中’‘反中’
来掩盖执政无能的假象。”
　　“只要大陆好的，它就不学；只要
大陆做的，它都不做。有意不采用大陆
过去积累的许多防疫成功经验，也是
导致台湾疫情恶化的重要原因。”上海
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认
为，民进党当局以政治挂帅代替科学
防疫，酿成了疫情暴发的恶果。
　　盛九元说，在防疫中，民进党当
局的所作所为，凸显其为了一党私
利，为了保持执政地位，不顾民众的
生命和健康权益，充满了权力的傲
慢。当前，台湾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
济、社会等领域问题，都在防疫的口
号下被掩盖起来。民进党当局的无
能、失德，已激起民意的反抗不断累
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执政危机势
必进一步加剧。

私利凌驾科学，把自己的“罪”变成对民众的“罚”
筛查、隔离、收治均有疏漏，专家详解民进党当局“防疫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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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世雄、王学刚、康子湛

  起飞，人民空军在这里孕育启航。
　　起飞，人民空军从这里飞向战场。
　　位于黑龙江牡丹江海浪机场的东
北老航校旧址是人民空军的起飞地，
辽宁丹东浪头机场是人民空军的战斗
起飞地，这两处起飞之地，是人民空军
孕育成长、“横空出世”的摇篮，也是见
证党领导人民空军建设的历史地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地处白山黑水的两处起飞之地旧
址修葺一新，一批又一批官兵来到这
里开展专题党日活动。
　　记者跟随当年的战斗英雄、老飞
行员以及他们的后人，踏访两处旧址，
重温当年的热血激情，探寻人民空军
发展壮大的红色航迹。

  惊天航迹：人民空军在这

里孕育启航

　　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听着
远处跑道上飞机起落的轰鸣声，92 岁
张吉林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家，海浪机场的一草一木，都
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世事沧桑，70 年后，一切都变了，
但仿佛一切又没有变。机场内，一段跑
道旧址还是当年的模样，砂石堆砌的
地面凹凸不平，对面标志性的平顶山
连绵起伏，从山口吹来的风，似乎还是
记忆中的味道。
　　“没变样，几十年了，还是这个样
子！”张吉林热泪盈眶。
　　 1951 年，张吉林被组织选中来
到这里走上了自己的“飞天之路”。
　　在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展陈
中心内，一张张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
件真实的文献实物、一个个精致的沙
盘模型，铺展开一幅人民空军起飞、精
飞、奋飞的历史画卷。
　　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展品，引
人驻足，令人深思。
　　 1946 年 3 月 1 日，人们习惯称
之为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
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宣告成立。一个
月后，学校搬迁至牡丹江海浪机场，这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
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在这里，老航校的先辈们吃高粱
米，啃窝窝头，用咸菜疙瘩下饭。
　　在这里，老一辈飞行人员克服困
难，冒着敌机轰炸和匪特袭扰，在东北
全境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缺少汽油，
就想方设法用酒精代替；缺少螺旋桨，
就几架飞机共用一个。
　　在这里，一群平均文化水平不到
小学程度的飞行员，苦攻“文化关”。
　　……
　　“不一样了，祖国强大了，空军强
大了！”看到展览中反映今天人民空军
建设成就的内容，张吉林连连感叹。

　　“创办之初，老航校极其艰难，先
后四易校址。”东北老航校老校长常乾
坤之子常砢说，老前辈们胸怀“千难万
险何所惧，愿为航空献青春”的革命豪
情，开创了人拉火车、马拉飞机、直上
高教机等先例，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
艰苦卓绝的创业史诗。
　　到 1949 年 7 月，东北老航校一
共培养出 126 名飞行员、24 名领航
员以及 410 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
等各类航空技术人才，开创了我党我
军自主培养航空人才的先河。
　　后来，“东北老航校”也被人们看
作“人民空军的摇篮”。老航校培养了
一大批在抗美援朝中功勋卓著的“空
中勇士”，孕育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
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东北老
航校精神。
　　走出展陈中心，穿过老航校的老
跑道，仿佛是通向过去的“时空隧道”。
跑道右侧，老航校时期的草棚被还原，
用于飞行训练的“九九”式高级教练
机、P-51 改装教练机、PT-19 初教机
等飞机模型，整齐陈列。站在这些曾经
的“战友”身边，张吉林感慨万千：“飞
行始终在我脑海里，现在我都想飞。”
　　张吉林打开了话匣子，将飞行经
历向年轻的飞行员们娓娓道来，并和
他们畅谈老航校历史、交流飞行心得。

“你们有这么好的飞行条件，一定要珍
惜，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张吉林说。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弦歌不断。
老航校精神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
大队的“95 后”飞行员王鑫感触颇多：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年轻飞行员，我一
定会秉承老航校光荣传统，将红色基因
融入血脉，努力锤炼过硬战斗本领和飞
行技能，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首战首胜：人民空军从这

里起飞战斗

　　 70 多年过去了，鸭绿江依然静
静流淌。
　　 70 多年前，一批批老航校学员
从海浪机场的跑道上起飞，学会了飞
行，不久之后，从老航校走来的年轻人
民空军从丹东浪头战斗起飞，学会了
空战。
　　从不会战斗到学会空战，从只能
打小机群到敢于同大机群作战，志愿
军空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渐成长
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空中力量。
　　谁又能想到，当年打出令敌闻风
丧胆的“米格走廊”奇迹的志愿军空军
使用的地下指挥室，是如此简单甚至
简陋。

　　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进入修缮还原
的地下指挥室，尽管室外热气逼人，但
室内却异常凉爽，甚至寒冷。在复原的
指挥室墙壁上，悬挂着许多当年志愿
军空军空战示意图，一个经典战例引
起关注———
　　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为防止空战中
单打独斗被敌各个击破，研究了一种

“蜂王战术”，即要求僚机飞行员要像
蜜蜂一样围着蜂王飞，进而实现团队
作战形成空战优势，利用这一战术，在
清川江口一仗，飞行团长郑长华顺利
击落敌机 F-86，我方无任何伤亡。
　　从空中作战“零”经验，到揭开空
战之“谜”，再到总结提出了“一域多层
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创造了一段热血
与激情的历史。
　　今年 87 岁的陶伟说：“当年，年
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把我军集中优
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和英勇善战的
战术作风带到天上，尤其是将‘刺刀见
红’的精神运用到空战，形成了‘空中
拼刺刀’精神。”
　　 1953 年 5 月 17 日，19 岁的飞
行员陶伟升空作战。
　　“近点、近点、再近点……”面对多
架敌机的包围，初出茅庐的陶伟抱着

“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
来”的信念，在距敌机 120 米处猛烈

开炮，敌机凌空爆炸，碎片贴着陶伟的
座舱“嗖嗖”飞过，开创了人民空军空
中近战歼敌先例。
　　战友们惊叹：“这哪里是空中打
炮，这是空中拼刺刀！”
　　志愿军空军飞行员中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我和我的飞机就是第 201
发炮弹。”
　　当时，米格-15 飞机空中满载带
弹量是 200 发，所谓的“ 201 发炮
弹”，是指飞机的炮弹打光后，飞行员
和飞机就是最后一发炮弹，即第 201
发炮弹，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去。
　　今年 92 岁的锡伯族飞行员那启
明，当年喊着“201 发炮弹”的口号走
上了空战战场。
　　 1952 年 6 月，朝鲜西北部，大同
江上空，飞行编队中的那启明听到地
面指挥员传来的情报：“听到了敌机的
声音，注意搜索。”
　　那启明立即转向寻找敌机，两架
F-84 战斗机进入视线。在僚机的掩
护下，那启明成功咬尾 1 架。抵近、开
火，第一次打偏，重新瞄准、开火……
僚机在无线电里连声喊：“打中了！”
　　那启明首开全师入朝参战空战纪
录。40 天后，在一次任务返航途中，那
启明又成功击中两架敌机。
　　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抗美援朝

空战中，年轻的人民空军搏击长空，
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创造
了“一年成军，三年成名”的奇迹，打
出了国威军威。

描绘更加壮美辉煌的航迹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代
代共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她……”
　　东北老航校开学第 7 天，飞行
科科长吉翔遭遇飞机故障，坠于老
跑道一旁的机堡处，不幸牺牲；第
14 天，教育长蔡云翔执行运输任务
时，因飞机失速坠地牺牲……
　　“面对如此巨大而连续的挫折，
老航校人却从未丧失信心。学员们
从这条跑道上前赴后继地驾机起
飞，其中就包括王海、刘玉堤等一大
批战斗英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政委王玉玮说。
　　从东北老航校精神到“空中拼
刺刀”精神，作为空军部队特有的精
神财富，蕴含着人民空军的精神谱
系和胜战密码，成为加快建设一支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
军的澎湃动力。
　　 36 岁的“金头盔”得主姚凯，
现任空军航空兵某旅副参谋长。
　　一次，在我任务区域内，姚凯驾
机与外军战机迎头对峙，姚凯沉着
应对，驾驶战机不断抵近外国军机，
直至外军战机调头撤退。
　　姚凯凭借高超技能占据有利态
势，最终确保行动圆满完成，捍卫了
国家利益。“就是豁出血肉之躯，也
要把对手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姚
凯说。
　　开拓创新是人民空军的“胎
记”，是这支飞翔的军种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又一基因密码。
　　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展陈
中心展柜里，摆放着一张老航校时
期的毕业命令。命令中，有两个印在
一起的名字：陈继法、刘玉堤。
　　讲解员张博说，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有一位
名叫陈浏的飞行员驾驶歼-20 战机
飞越天安门，他的爷爷和姥爷正是
命令上的陈继法和刘玉堤。
　　作为老航校英雄的后人，新一
代飞行员陈浏驾驶着国产新型战机
飞越天安门，既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和梦想的延续，更是对先辈的致敬。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胜利走向
胜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空
军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
于创新超越，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的新征程，
描绘更加壮美辉煌的航迹！
（参与采写：刘小兵、刘汉宝、刘若男、

王琢舒、刘丹、刘敏、张雨晴）
新华社沈阳 7月 13日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
许可、马卓言）针对日本发布的《防卫
白皮书》首次提到台湾周边局势稳定
的重要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3
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
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在回
答有关提问时说，这段时间，日方接二
连三拿中国说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无理指责中方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
活动，对中方正当的海洋活动说三道
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这是极其错
误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
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中国必须统
一，也必然统一，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最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他说。

　　赵立坚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
动 ，是 行 使 本 国 固 有 权 力 ，正 当 合
法。海警法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
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实践。实际上，包括日本在内
很 多 国 家 早 就 制 定 实 施 了 类 似 法
律。日方的“谎言外交”和双重标准
可以休矣！

　　他说，“印太战略”旨在推行集团
对抗，是要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
是冷战思维的复辟和历史的倒退，应
该被扫进垃圾堆。日方把太平洋的“自
由开放”调门唱得老高，能不能先解决
自身试图在太平洋搞核污染水“自由
排放”的问题呢？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端正心态，体
现出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以及对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诚意。”赵立坚说。

外交部：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即将进行二对一自由空战训练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在战机前演练（2018 年 9 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杨盼摄）

　　美国媒体日前发布新一
期“全球抗疫排名”，把美国
评为全球抗疫表现最好的国
家。如此排名，让人只能“呵
呵”。
　　根据数据，该排名表位
列前十的国家中，在每百万
人死于疫情人数、新冠患者
死亡率、新冠检测阳性率等
直接关乎人民生命的指标方
面，美国均表现极差。到头
来，美国居然被评为全球抗
疫表现最好国家。如此排名，
不尊重生命。
　　如今，疫情不断反复，病
毒频繁变异，德尔塔等变异
毒株的蔓延需要高度警惕。
美媒却说，重新开放才是当
下最值得考虑的事情，并据
此将执行封锁和出入境防疫
管理政策视为负面因素，在这些方
面做得好的国家被扣分。如此排名，
不尊重科学。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 60 多

万人因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
命，病亡人数是全球最多的，
令人心碎。截至 7 月 1 日，美
国政府向境外发出的疫苗不
足 2400 万剂，国内疫苗却高
度过剩甚至即将过期。这样
的抗疫表现，竟成全球最佳。
如此排名，不尊重事实。
　　民心如秤。疫情暴发一年
多，谁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谁是资本至上、党争至上，相
信世界民众分得清清楚楚。
　　民心如镜。面对世纪疫
情这张考卷，若以自以为是
的、经不起科学和广大民意
检验的所谓规则，就可以把
差评成好，把白说成黑，把黑
说成白，最后定会成为民众
的笑柄。
　　抗疫成绩不是靠吆喝
得来的，而是靠切切实实护
佑生命的努力。一个不尊重
生命、不尊重科学、不尊重

事实的所谓排名，注定沦为笑话式
的谈资，只能让人“呵呵”了。

（记者韩冰）
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如
此
排
名
呵
呵

　　（上接 1 版）习近平强调，中
巴两国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
方愿同巴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拓展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中方愿继续为巴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
应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一带
一路”倡议创造了更多共同发展
的机遇，中方愿同巴巴多斯等加
勒比地区国家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希望巴方为推动中国同加勒
比共同体合作和中拉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莫特利表示，诚挚祝贺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习近平总书
记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下，中国成
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摆
脱了绝对贫困，相信并祝愿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必将在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取得
更大成就。巴方为有中国这样的朋
友感到高兴，愿同中方加强双边务
实合作和多边沟通协作，共建“一带
一路”，推动巴中关系和拉中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感谢中方为巴方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巴方
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赞赏
中方为推动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
分配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同中方加
强疫苗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