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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进

行无理指责，声称中国在全球实施网

络攻击行为。一边无视自身在网络安

全方面的斑斑劣迹，一边对中国进行

“有罪推定”，美方此举是典型的“贼喊

捉贼”。

网络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

中方一贯主张各国应在相互尊重、互信

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维护网络

安全，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

攻击，更不会对黑客攻击进行鼓励、支持

或纵容。

然而，近年来美方多次煽动国际舆

论，伪装成受害者形象，在网络安全议题

上污蔑抹黑中国等国家，以维持其网络

空间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就曾宣布推

出扩展版“清洁网络计划”，以对抗所谓

的“中国威胁”，并不断大力游说甚至胁

迫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所谓的“清洁网

络联盟”。为推行这一计划，一些美国政

客甚至恐吓塞浦路斯等国家，要求这些

国家不准与中国5G供应商合作，否则后

果很严重。

如今，美方再次利用网络安全议题大

做文章，攻击抹黑中国，不过是“新瓶装旧

酒”，其最终目标还是通过打压中国以巩固

其网络空间霸权地位。

要说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非美国莫属。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其

网络技术能力，无孔不入地监控本国

和各国人民，窃取各类数据，侵犯各种隐私。不仅美国的

对手被监听监控，甚至其盟国的领导人也没能幸免。从

“维基解密”到“棱镜门”，从“方程式组织”到“梯队系统”，

不断揭示出美国监控全世界网络设备的恶行。

美国还是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就是最大的受害

国之一。从境外计算机恶意程序捕获次数、向境外恶意程序

控制服务器数量、境外拒绝服务攻击（DDoS）次数、向中国境

内网站植入后门等多项指标看，美国均高居首位。根据中国

网络安全公司 360 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网络攻击组织

APT-C-39曾对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

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关键领域进行了长达 11 年的网络

渗透攻击。

一面大肆破坏网络安全，窃密、监听、攻击，把触角伸到全

球，一面“贼喊捉贼”，扮演“受害者”，向他国泼脏水。美方的

卑劣行径，将对全球网络安全和疫情下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

展带来严重危害，也让其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再次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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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土县多玛边境派出所的接待室

内，悬挂着多面锦旗，其中一面写着“警民鱼

水情 为民办实事”，这面锦旗背后是派出

所民警为40多位务工人员讨薪的故事。

今年 5 月的一天，多玛派出所接到报警

电话，称有40多位务工人员的薪资没有及时

发放，请求派出所出警援助。民警赵鸿立即

和两位同事赶往现场。经了解，拖欠薪资的

公司是一家外包公司，赵鸿反复劝说，公司以

各种理由搪塞。但赵鸿并没有放弃，在接下

来的一个星期中，他和同事每天都来往于派

出所和外包公司，最终追回薪资近百万元。

“其实，讨薪并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

围。那些务工人员可能也不知道该找谁。

拨打 110，我认为是对警察的信任，所以我们

尽最大努力帮他们解决问题。”赵鸿解释自

己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讨薪事件只是偶然，多玛派出所民警为

民服务的事情天天都有。

人口管理是多玛派出所的重要职能。在

多玛村，有3位孤寡老人的年龄都在70岁以

上，行动不便。为方便老人登记户籍信息，民

警普布扎西带着设备，和同事一起登门入户，

为3位老人完成了信息登记。

普布扎西告诉记者：“随着武警转隶挂

牌，我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警服。尽管万般不

舍，但是使命在、初心在。”

多玛派出所辖区面积 1.3万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 4600 多米，环境恶劣。这增加了

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5 月，辖区内出现暴雪、强降温极端天

气，距离空咔边防连 30 公里处，有 19 名务

工人员被困。普布扎西和同事克服天气恶

劣、路况不佳等不利条件，驱车近 4 小时到达

务工人员被困的地方。

“当时务工人员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将准备好的面包和矿泉水递给他们时，他们

紧紧地抱住了我。”普布扎西描述当时的场景时

说，“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终生难忘，我也更深刻

地理解了身穿这身警服的价值。”最终，19名务

工人员全部获救。

优美的藏北景色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旅

游观光。这无疑为派出所的边检、服务等工

作增加了不少压力，但多玛派出所的党员民

警用行动肩负起更多责任。

泉水湖是多玛派出所下辖的执勤点位

之一，海拔 5118 米。2019 年，多玛派出所在

该点位设立“5118党员先锋岗”，开展服务群

众、救援保障工作。今年6月，民警在泉水湖

执勤过程中发现两位自驾游客出现高原反

应，呼吸困难，立刻拿出氧气瓶为游客供氧，

并将自己穿的大衣给游客披上。经过休整，

两位游客的症状逐渐缓解。

据介绍，党员先锋岗成立以来，已救援

事故车辆12次，帮助有高原反应的过往旅客

50余人次。

高 原 警 民 鱼 水 情 深
□ 本报记者 包元凯

时光回溯至一年多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扰乱了所有人的生活。面对疫情，武汉快递

小哥汪勇和志愿者一起送医护人员回家、送上热

腾腾的米饭、修车修眼镜买指甲钳……在寒冷的

冬日里，他们送上温暖，以非凡之勇守护着“逆行”

的白衣战士。

疫情暴发之初，汪勇偶然得知，武汉金银潭医

院医护人员因为交通停运，步行回家要 4 个小时，

希望能有车接送。“当时我就想，这一辈子应该不

会再碰到这么大的事情了，如果这时不贡献自己

的力量，以后一定会后悔。”汪勇说。

农历正月初一凌晨6点，汪勇接的第一位乘客是

位女护士。为避免传染，他摇下了所有车窗。虽然

出门前已反复做过风险评估和心理建设，但事到临

头，他还是有些害怕。“因为寒冷和恐惧，我的腿脚一

直在发抖。”汪勇说。一路上，除了“您好”“谢谢师

傅”等简单话语，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多。通过车内后

视镜，他看到女护士将头靠在车门上，脸上挂着泪

滴。“他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不能再让他们流泪。

此时，我能做的就是保证他们平平安安上下班。”

仅正月初一这一天，他就接送金银潭医院医

护人员超过 30 人次，正月初二更是达 60 多人次。

随着用车需求增加，汪勇一个人的力量已经远远

不够。他组建了一个 7人的志愿服务车队，每天可

满足金银潭医院 500 人次的用车需求。来自全国

的援鄂医护人员陆续抵达后，汪勇的志愿者团队

也不断扩充，为医护人员提供出行、购买餐食和生

活物资，以及运送医疗物资等服务。

采访中，汪勇的三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

——“她哭够了，就能理解我了。”汪勇说，刚开

始他一直瞒着家人，后来有媒体报道，他才主动向妻

子彭梦霞坦白。“她哭了半个小时，我就在电话那头

不停安慰。她哭够了，就能理解我了。”汪勇说，妻子

告诉他，他做的是好事，自己会在家照顾好老人和孩

子，让汪勇放心去工作。妻子的话让汪勇很感动。

——“你安心上班，交给我来解决。”去年2月中

旬，武汉市东湖医院内五科护士赵娟在开车送药

时，与一位外卖小哥相撞，对方电动车被撞坏了，需

要及时修理。赵娟第一时间拨通汪勇的电话求

助。汪勇急忙赶到现场，对赵娟说：“你安心上班，

交给我来解决。”经过 4 个

多小时奔波，汪勇终于找到

了一家修理厂帮外卖小哥

修好了车。这样的事情还

有很多，汪勇用热心与真

诚打动了很多医护人员，

以至于金银潭医院流传着

“有事找勇哥”的说法。

——“换位思考很重要。”别看汪勇是个身高

1 米 8 的壮汉，可心思很细。疫情期间物资短缺，

很多医护人员不愿为小事麻烦志愿者，“这时换位

思考就很重要，志愿者要察觉到医护人员的需

求”。汪勇发现，一线医护人员指甲过长会戳破手

套，增加感染风险，他就和志愿者团队及时筹集到

一批指甲钳，并通过顺丰绿色通道送到医护人员

手中。因为要戴护目镜，很多医生的眼镜腿卡坏

了，只能勉强用胶布粘住。汪勇发现后马上寻找

商户，为医生配好了眼镜。

由于疫情期间表现突出，汪勇获得了不少荣

誉，“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第24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物”……

“荣誉多了，责任也更大了。”汪勇说，未来还要积极

开展志愿服务，投身公益事业，并动员更多人参与。

重庆援鄂医疗团队重返武汉时，汪勇与他们再次

相聚。“摘下口罩的那一刻，我们却都认不出彼此。我

觉得自己能为这群‘逆行

者’做点什么，真的特别满

足、特别高兴。”汪勇说。

非凡之勇守护逆行天使
——记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硚口分公司经理汪勇

本报记者 董庆森 通讯员 刘子荟

绿油油的稻田、湛蓝色的天空、肥沃的黑

土地、现代化的农机……来到黑龙江省富锦

市长安镇永胜村的现代农业万亩水稻科技示

范园，稻田一眼望不到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4幅稻田画更是蔚为壮观。

富锦市东北水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刘春告诉记者：“别看现在这里这么齐整，

以前可是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生产成本年年

增高，低产出、低效益，生产效率一直上不

来，那时心里真着急。”

转变始于富锦市现代农业万亩水稻科

技示范园的诞生。这个总面积4万亩的示范

园，在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的支

持下，建起新成果试验基地、新技术示范基

地、智慧农业服务基地、经营机制创新基

地。同时还打造出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稻海田园综合体”。

示范园建成后，不少农户和合作社都搭

上了这趟科技快车，刘春所在的合作社就是

其中之一。现在，该合作社采取“生产+加

工+科技”的运营模式，2020年农民实现亩均

增收 175 元。在稻田深处，刘春指着散布于

田间的传感器、控制器、摄像头说：“这个寒

地水稻生态系统野外气象站，同时连接着全

市 70个农情测报点、34个‘互联网+农业’示

范基地，实时掌握农情，农业全过程管理措

施、操作标准、气象信息及时发布给农户，支

持防灾害保丰收。”

保障粮食供应，强化农业基础设施也是

关键一环。近年来，以富锦市现代农业万亩

水稻科技示范园为代表的黑龙江粮食产区，

不断强化工程措施，建成 8116.5万亩高标准

农田，平均质量提升1个等级，每亩平均增加

粮食产量 100 斤。同时，黑龙江还加强三江

平原14个灌区田间配套工程建设，实现地表

水置换地下水面积 640 万亩，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达9357万亩。

黑龙江坚持藏粮于技，加快推进农业科

技创新。2020年，累计建设现代产业协同体

系 17个、高标准科技园 58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 82 个，着力打造千公里高标准科技示范

带；重点模式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达 1.97亿

亩次；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8.3%，高于全

国8.3个百分点。

走进北安市东胜乡东胜村，只见稻鱼示

范基地建设规范整洁，水稻田郁郁葱葱。在

现代农业高标准水稻生产示范基地的大棚

中，传感器正在采集温度、湿度、液位、秧苗生

长状态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将被传输到物联

网中心，从而对催芽、育秧全过程进行智能化

控制，既保证了效率，更保证了质量。“原来这

么一大片地，得有将近 100 个人干活。现在

只需要几个懂技术的人就行了。”技术人员王

文斌给记者演示起来——瞄准地块，只需鼠

标一点，排水自控系统就开始工作，不但高效

节能，收成更加有保证。

来这里务工的东利村村民张利民告诉

记者，这块地约有150亩，早些年由于种植技

术和机械化程度不高，遇到自然灾害频繁的

年份很容易减产。2016年开始，村里把土地

流转出去，逐渐建成了这个水稻示范基地。

不但从水稻浸种、催芽、现代化育秧，到田间

生长灌溉，实现了全过程数据采集和现代化

管理，还通过稻蟹生态种养实现一水两用，

一地双收，村民收入更加可观。

“流转土地有一部分收入，到基地务工

又有一份收入，收入比前些年高出好多。农

民的日子一天天变好，这些都要归功于科技

种田。”张利民高兴地说。

善用“黑科技”种出高产田
□ 本报记者 马维维

苏浙沪闻风而动战“烟花”
本报讯（记者黄平、郁进东、李景、蒋波）

今年第 6 号台风“烟花”于 7 月 25 日中午登

陆浙江舟山普陀区，给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

性强风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把群众安

危放在首位，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烟花”及其

带来的暴雨洪水。

7月25日10时许，家住杭州临安区锦城

街道百合公寓的101岁老人陈吹花被两名志

愿者抱出了家，住进了附近的酒店。至此，居

住在 36处 C级危房中的 1521位临安居民在

台风“烟花”登陆前，已悉数完成转移安置。

陈吹花居住的百合公寓建于上世纪90年

代初，由于局部存在安全隐患，已被列为C级

危房。为确保住户安全，临安连夜启动C级

危房住户转移安置，锦城街道迅速集结234名

党员干部、志愿者，成立49个工作组，连夜包

楼包户、挨家挨户上门告知、登记、转移。

在宁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响

应，立即投入到抗击台风、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第一线。

“东横河子陵陈山段出现管涌，水位上

涨，河水倒灌，情况十分紧急！”25 日 14 时

30 分，宁波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因地势低

洼，出现河水倒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威胁。横河镇 50 余名民兵立即奔赴

抗台抢险第一线。他们有序分工作业，装

沙包、扛沙包、筑堤防，争分夺秒，与洪水抢

时间。经过 3 个多小时的紧张抢险，民兵

们装填、搬运沙袋 1000 余袋，管涌险情已

被基本控制。

据了解，截至台风“烟花”登陆前，浙江

全省 1.7 万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共

开放避灾安置场所 12000 余个，转移人员

150余万人。

“台风、暴雨、黄浦江高潮位……”上海

先后“三警齐挂”，防汛防台预警以及相关预

防工作一刻不放松。

截至7月25日中午，上海市已转移一线

海塘外作业施工人员、危房简屋和田间棚舍

居住人员、工地临房施工人员、进港避风船

民等共计 36 万人。此外，发挥“一网统管”

作用，上海市区两级城运中心的“城市大脑”

冲在防汛防台第一线，数字化管理提供了更

准确的防控预判。目前，一套全天续航的数

字体征系统已在上海启用，218 类、1100 多

万个物联终端不断采集、生成、上传每个时

点的数据，依托算法库的综合研判，在台风

季节助力防汛防台工作。

7 月 25 日 9 时，江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提升至Ⅱ级。截至 25 日 19 时，江苏省各地

防御“烟花”台风共撤退转移人员 97915人，

回港避风船只 14349艘，排查消除户外广告

牌等市政设施隐患 6739 处，排查消除龙门

吊、塔吊设施等建筑工地隐患5355处。

穿过严重内涝的城区，驶过略显狼藉的

村庄，7 月 25 日下午，半蹲在大型铲车铲斗

里的记者，终于抵达了这座“水上工厂”——

新乡市原隆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大门口、办公楼、实验室、仓库……目光

所及，一片汪洋。该公司总经理何兰强介绍，

21日晚的大雨，让15亩的厂区全部被淹。

换上拖鞋、挽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蹚

水进了厂区，记者见到这样一番情景：铆焊

车间前，身穿浅蓝色制服的员工们正井然有

序地抢修产品；机加车间里，污水已被清理

干净……

“从 22日开始，员工就自发来到工厂参

与抢修工作，这几天吃住都在厂区。”何兰

强说。

记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脚和小腿上，

都有伤口。从事包装工作的员工焦青枝告

诉记者，由于厂区积水不退，员工经常在污

水里走动，腿脚红肿、溃烂是无法避免的。

“我今早才来，平常骑电动车 7分钟的路程，

今天蹚水走了 20多分钟。”刚刚打扫完机加

车间的员工王远征介绍，他来工厂的时候，

水比较深，他是“游”到工厂的。

角落里，张成立正认真擦拭碳钢配件，

“碳钢受水后，如果不及时擦拭，会生锈，质

量也会受影响”。“我来工厂已经 10年了，工

厂就是我的另一个家。现在这个时候，复工

复产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工厂需要我们。”

说话间，他又擦拭好了3个配件。

何兰强告诉记者，目前厂区工作主要是

抢修和抽水。“现在水情基本稳定了，我们在

厂区设置了 4 台发电机和 8 台水泵，一旦恢

复供电，就可以很快复工复产。”何兰强满怀

信心。

记者来到原隆公司的母公司——新乡

市航空工业集团，这里的积水一点也不比子

公司的少。该集团综合管理部党支部书记

刘开敏介绍，公司已组织排险小分队深入各

个车间排险，全面查探设备的受损情况。

记者来到厂区的时候，设备室的员工正

在利用地下泵房原有的 9 台水泵抽水，2 台

发电机组也正在运行。“今天下午 4点，我们

准备带领部分员工对重点区域进行清理打

扫，尝试运行。”刘开敏告诉记者，工厂生产

医用氧气的员工已经在利用发电机进行简

单的氧气提取了。

洪水稍退就抓紧清理工厂的工人，垫着

轮胎从积水的仓库里发走订单的司机，免费

赠予路人胶鞋的商铺店主……这座城市

里，大家都在忙碌着。

“水上工厂”积极自救
——河南新乡灾后恢复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7月 25日，东京奥运会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

3枚金牌。

上图 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

李发彬夺冠。

右上图 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施

廷懋/王涵夺得冠军。

右下图 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6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

手谌利军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杨 磊 王婧嫱 陈益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