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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7月 26日电（记者潘
洁、李鲲）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6 日下

午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

困难和挑战，下步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

得到改善发展，需要美方认真思考，作

出正确选择。你此次访华是中美接触

对话的组成部分，双方应通过不间断对

话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防止误判，更好

管控分歧。

王毅说，美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

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不断

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出现上述问题，归

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

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

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这一企图现在不可能实现，将来

更不可能实现。

王毅强调，我要清晰、明确地告诉

美方，中国的发展振兴有着巨大内生动

力，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

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命运与共，

始终得到 14 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

护和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

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任何势力、任

何国家都无法阻挡。中国各族人民走

向现代化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进

程，任何势力、任何国家都不应阻挡。

王毅指出，我也要清晰、明确地告诉

美方，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绝不会走国

强必霸的老路，愿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

在内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是

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

受益者之一，我们不会另起炉灶，也无意

另搞一套。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王毅说，我还要清晰、明确地告诉

美方，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为全体中国人

民谋幸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中国的发展不是要挑战美国，

也不是为了取代美国。我们从来没有

兴趣赌美国的输赢，中国的发展也不建

立在美国衰落的前提之上。我们从不

输出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因为我们有

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各国都应该自

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王毅指出，为管控好双方存在的分

歧，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

中方向美方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也是中

方坚守的三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

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的道路和制度是历

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事关 14 亿

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事关中华民族的

前途命运，是中方必须坚守的核心利益。

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

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当然也有

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权利，中国也有实现

现代化的权利，现代化不是美国的专

权，这涉及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国际公

义。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实施

的所有单边制裁、高额关税、长臂管辖

以及科技封锁。

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

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涉疆、

涉藏、涉港等问题从来不是什么人权、

民主问题，而是反“疆独”、反“藏独”、反

“港独”的大是大非问题，任何国家都不

会允许国家主权安全受到损害。至于

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两岸虽尚未

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从

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如果“台独”

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需要的

手段予以制止。我们奉劝美方在台湾

问题上务必恪守承诺，务必慎重行事。

王毅表示，中美是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双方谁也取代不

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中美关系向何

处去，我们的意见很明确，那就是通过

对话找到一条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

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

和平共处之道。如果能互利双赢当然

更好。这对中美两国是大好事，对世界

是大福音，否则将是一场大灾难。希美

方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放弃傲慢

偏见，停止充当教师爷，回到理性务实

的对华政策上来。

舍曼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

中进行了多次接触，美方愿继续同中方

进行开诚布公的接触对话。美方也希望

两国实现和平共存。美方无意限制中国

的发展，也不想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实现

发展。双方可以开展良性竞争，在应对

气候变化、禁毒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上进行合作，增强危机管控能力，避免发

生冲突。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即便有分

歧也可以通过负责任方式进行沟通和讨

论。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推动两国关

系改善。舍曼重申，美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不支持台湾“独立”。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新华社天津 7月 26日电（记者潘洁、宋

瑞）外交部副部长谢锋 26 日在天津与来华访

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

谢锋说，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

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

“假想敌”，企图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民众

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把美国内深层

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我们敦促美

方改变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极其危险的对华

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攻击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领导人，停止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停止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停止遏制打

压中国的发展。

谢锋指出，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

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

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

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自以为有

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

中国，冲突对抗也在所不惜。只想解决美方

关切的问题，只想单方面受益，只想得到自己

想要的结果。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

哪有这样的道理？

谢锋表示，美方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

发”与中国对话，实质就是居高临下、仗势压

人。这一套在安克雷奇行不通，在天津更不

可能得逞。对话就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美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设立“护栏”以

防止和避免冲突，这样的行为规范必须由双

方商定，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必须以维

护双方利益为导向，必须对双方都有约束

力，而不能是美国单方面给中国设定行为边

界。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美等少数国家想把自己的“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规锁打压别国，就是

想耍赖，篡改规则，限制别人、谋利自己，就

是想施行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

则”。美国凭什么以全球民主代言人自居，

凭什么为全球民主定标准，凭什么对其他国

家制裁施压？美国应该先反躬自省，认真解决自己的民主

人权问题。

谢锋说，中国从来没有赌美国输，更没有所谓削弱美国、

取代美国的“大战略”，有关说法纯粹是“阴谋论”，美国大可

不必疑神疑鬼。中国从不想与美国为敌，从无意跟美国搞军

备竞赛，从未组建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

和发展模式，从未干涉美国内政。同时美国也不要赌中国

输，更不要指望中国分裂崩溃、改旗易帜。百年实践充分证

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最适合中国、最成功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

的大救星，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中国是世界的福星。

谢锋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

化，搞有罪推定和抹黑构陷。疫情是在全球多点暴发，必须

多点调查。美国作为疫情扩散特别严重的国家，不应成为溯

源盲区，应当带头接受调查，特别是要彻查德特里克堡生物

实验室病毒泄漏、2019年 7月威斯康星州大规模暴发电子烟

肺炎以及美国 200 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美方更不得干

扰科学调查，不能散布谣言，栽赃特定国家，胁迫世卫组织、

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得出美方想得出的结果。

谢锋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交和

中美关系的基石。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白纸黑字有明确规定。美方一

段时期来在台湾问题上违背承诺、立场倒退，

是在玩火。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只有反对和制止“台独”，台海才

有和平。

谢锋表示，美方污蔑中国在新疆搞“种族

灭绝”和“强迫劳动”完全是栽赃。过去40年，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翻番，寿命翻番，生活越来

越富裕，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世界上哪有这

样的“种族灭绝”？一些民众经过职业教育培

训，去除了极端化思想，掌握了知识技能并回

归社会，创业致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强迫

劳动”？美国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才是种

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方应当反省和纠正自

己的原罪。

谢锋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涉港问题

上搞非法制裁。美方不愿正视香港已经回

归中国的现实，还想把香港当成“独立”、“半

独立”的政治实体，企图打造破坏、渗透、颠

覆中国的“桥头堡”。美方唱衰香港、单边制

裁的把戏不可能动摇香港大局，不可能动摇

中方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决心和信

心。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民不

怕鬼，不信邪，过去没有，现在更不会惧怕任

何外来压力。

谢锋指出，美方纠集少数国家捏造中国

发动“恶意网络行动”，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贼喊捉贼”。美国是全球互联网技术和力量

最集中的国家，也是发动网络攻击最凶、网络

窃密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主要受害者之一。

美国才是当今世界的“黑客帝国”和“监听帝

国”，美国所谓“清洁网络”一点也不清洁。美

方应当立即停止针对中国和全世界的网络窃

密和攻击，停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向中国泼

脏水，停止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

谢锋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

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共16项，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

清单共10项。

谢锋表示，当今世界最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中国

人民爱好和平，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美方应该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

平竞争，和平共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

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伊朗核、朝鲜半岛、缅甸、禁毒等各

自和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谢锋阐明了中方立

场，强调合作要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要展现诚意，

美方不能一方面打压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在热点

问题上给予无条件合作。

舍曼就河南水灾向受灾民众表示慰问。舍曼赞赏中国

经济增长和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美方不寻求阻遏中国

发展，重申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强调美中作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

会谈持续了 4个多小时。双方认为今天的会谈坦率、深

入，愿继续保持这种开诚布公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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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上给中国“定罪”，美国政府可谓不遗余

力。特朗普政府为此就极尽荒唐之能

事，上演了很多闹剧。本届美国政府上

台后，为了一己私利，出尔反尔，挑起事

端，先是要求美国情报部门查出新冠病

毒源头，近日又胁迫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在中国展开第二阶段调查。这种无视

科学、无视事实、危害人类社会的有罪

推定式溯源绝不可接受！

病毒溯源是复杂的科学问题，涉及

很多学科，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

因此，溯源工作应坚持以科学家为主

体，在科学的轨道上开展。白宫要求美

国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是十足

的反科学行为，堪称荒唐。

今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

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

研究报告，明确了病毒由实验室泄漏

“极不可能”的结论。这份由 30 多位全

球各领域顶级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具

有广泛代表性和高度专业性，为全球溯

源工作开了个好头，也为下一步全球框

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

了方向，接下来的全球溯源工作应该沿

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美方却无视事

实，无视权威报告，反复炒作“病毒出自

武汉病毒所”“中方信息不透明”等谬

论，其行为实属卑劣。

此外，目前已有多项研究结果表

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

早于先前的已知时间。例如，2019年11

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多处发

现新冠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2019年11

月 27 日，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

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2020

年 1 月，西班牙巴塞罗那采集的废水样

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美国国内更是疑点重重。2019 年

12月 13日至 2020年 1月 17日，美国有 9

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

抗体有 106 份呈现阳性反应，面对国际

社会要求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接受全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呼声，美

国政府也迟迟给不出回应。

美方不断对中方抹黑污蔑，却对

本国和他国出现的众多疑点视而不

见，这恰恰表明美方挑起的新冠病毒

溯源问题与美国的对华政治企图相关

联。从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干涉中

国内政，到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给中国

泼脏水，再到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

国进行有罪推定，无一不是美国妖魔

化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手法。既然

美方是带着目的而来，那么能让美方

满意的溯源也就绝不可能是科学的、

公正的。

新冠病毒溯源目的是在科学层面

真正弄清楚病毒从哪儿来。这既对本

次疫情防控有重要价值，也对未来防控

其他传染病有重要意义，是一件造福全

人类的事。美方把溯源问题政治化，干

扰溯源工作的正确方向，实在是损人不

利己，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也造成了严重

危害。因此，当务之急是摆脱美方一些

人的政治干扰，真正将新冠病毒溯源作

为科学问题对待，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

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尽最大

努力预防类似疫情的发生。

有罪推定式溯源不可接受
郭 言

新中国成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川北地区开展

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百姓造

福，恪尽职守推动地方发展，是群众心中的“草鞋书

记”；离休后，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建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被父老乡亲亲切地称为“周老革命”。

“是大巴山的人民成就了我。我要为人民服务到

底！”“七一勋章”获得者、93岁的周永开坚定地说，党和

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

【砍头也吓不退的地下党员】
1928年，周永开出生于四川巴中一户农民家中。他

幼年丧母，祖父与父亲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看在眼里。

少年周永开常常想念长征离开的红军，红军从不

欺压百姓。

1943 年，周永开来到化成小学求学。这是中共地

下党恢复在川北活动的大本营。学校老师大多是地下

党员，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1945 年，周永开 17

岁。一天夜里老师王朴庵摸黑约他到学校后山：“你想

找共产党，你怕不怕死，会不会背叛？”

当时学校里游走着军阀的密探，随时可能举起屠

刀。周永开没有一丝犹豫，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

怕死！永不背叛。”

黑夜里，他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 年，周永开任中共地下党达县地区通南巴平（通

江、南江、巴中、平昌）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兼任巴中县

委书记，在敌人的刀口下坚持斗争。

【两手泥土 要为群众造福】
周永开嗓门大，脾气急，想的都是群众吃穿用度的

事。平时下乡，见到路上有粪便，他会躬身把粪捡到地

里，用以肥田。

上世纪 90年代初，他第一次来到川陕革命老区“万

源保卫战”的主战场花萼山。那时花萼山山里不通公

路不通电，他手攀悬崖、步行一整天登上山顶的项家坪

村，村里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灯。有个小女孩给煤油灯

加油时发生火灾遇难，周永开痛心极了。他拿出积蓄，

买了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组织大家挖水塘建引水渠，

安装发电机。山上第一次亮起了微弱的电灯光。

一定要拔除穷根！他一遍又一遍地跑部门，催进

度，说服村民出劳动力，前后接力，逐渐建起一条从官

渡镇到花萼山长 20 多公里的公路，从外面的世界拉进

电杆电线，当稳定的电流点亮夜灯时，山里那些老人都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还自己拿钱引种，鼓励山民发展中药材种植，试

种特色中药“花萼贝母”。如今，花萼贝母成为当地有

名的土特产，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砖”。他带

人调查野生蜡梅资源，引种蜡梅，力推优质蜡梅的培育

及发展惠民工程。

【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
周永开刚上山时，项家坪村没有一个高中生。他

私人出资翻修好花萼山上的学校，冬天不漏风，夏天不

漏雨；他还找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项尔方说：“我们定

向培养几个娃娃，帮助他们走出大山！”

这些娃娃中，蒋宁聪患有严重眼疾，周永开将蒋宁聪

带到达州，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了眼疾。后来，蒋宁聪成了

花萼山区第一个大学生，如今成为一名青年基层干部。

周永开 1998年发起在川北多个有红色印迹的学校

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截至目前颁发 10余届，奖励师

生近400人，并不断追加捐款。

“周老革命一辈子扎根人民，保持劳动者本色，身

无余财，房子也不留给儿孙，就连自己百年后的遗体，

也准备捐给医学院供解剖，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

民……”达州市干部群众谈及周永开，无不心生敬意。

周永开就像他植于花萼山巅的青松一样，永葆青春。

文/新华社记者 谢 佼

（据新华社电）

“草鞋书记”周永开：

永 远 扎 根 于 人 民

为管控好双方存在的分歧，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中方向美方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也是

中方坚守的三条底线：

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本报上海7月26日讯（记者李治国）第四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新闻通气会26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举行。通气会透露，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已达

到 36 万平方米的预期目标，签约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超 80％，有 30 多家为首次

参展。截至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确认参加国家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表示，第四届进博

会企业商业展创新展示题材，设立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生

物医药、智慧出行、绿色智能家电及家居等专区，同时还在

装备、医疗、汽车展区试点设立创新孵化专区，为境外优质

创新资源对接国内市场需求搭建平台。在国家展方面，将

首次采用虚拟现实、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为参展国搭建标

准化数字展厅，分主题展示参展国国别特色，同时设置互动

功能，提升线上展示效果。

“第四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筹备工作将继续组建城

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

组长，成员单位由 76家增加至 78家，设立了公安、交通、内

外宾接待、卫生防疫等 17 个保障大组、25 个保障小组。”上

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顾洪辉介绍，第四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将重点围绕

“五个更”，实现疫情防控更精准、服务保障更精细、城市运

行更平稳、溢出效应更显著、进博品牌更响亮。其中明确，

将支持浦东新区在进博会期间试行更大力度的人员出入境

等配套政策，并推动常态化、制度化。

第四届进博会由企业展、国家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专业配套活动等部分组成，将于 11月 5日至 10日在上海举

办。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工作重心已转

向组展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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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在东京奥运会男子花剑比赛中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

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是香港回归后的首枚奥运金牌。

当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4银3铜，在金牌榜上位居第三，奖牌总数继续排名第一。

上图 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左）与意大利选手加罗佐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