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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雕塑作品
亮相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

□人民日报记者颜欢、韩晓明

12月 8日，2021·南南人权论
坛在北京召开，来自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
者、驻华使节等近 400人，以线上
线下方式围绕“人民至上与全球人
权治理”这一主题积极贡献思想智
慧、交流有益经验、探讨合作途径、
展望未来愿景，论坛取得丰硕成
果。

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深
刻阐明了人权对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意义，阐明了中国的人权观和
尊重保障人权的生动实践，体现了
中国愿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
携手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与会嘉宾的热
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
志。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
共同追求。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为南南国家人权事
业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对实现全人
类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
长谢莫尼勒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
取得巨大成就，国际社会有目共
睹。中国以自己的人权实践推动
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为其他国家树
立了榜样。

“我们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关
于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主
张。”刚果（布）国家人权委员会主
席埃特卡表示，中国是南南合作的
积极推动者，“南南人权论坛为所
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相互尊
重的方式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提供了最佳平台”。

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上海
合作组织前秘书长穆拉特别克·
伊马纳利耶夫表示，生存权和发

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只有发
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
利，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已经成为促进南南国家人权合作
的指南。

“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巴拿马前副总统兼
外长德圣马洛表示，“多边主义从
一开始就是世界和平、安全、繁荣
的重要支柱，更是人权事业发展的
重要基础。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为在国际人权领域开展相互
借鉴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意大利专家罗杰威作
为外籍专家深度参与中国脱贫攻
坚工作，为中国乡村建筑保护和环
境改善作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我
充分感受到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关
怀，很多项目和工程就是为了提升
民众生活质量、保障人民权利。”罗
杰威经常在一些场合介绍中国的
发展，“14亿多中国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的
做法为其他国家推进人权事业提
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必须把人民放在第一
位，发展只有符合人民的利益才有
意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严重
威胁每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发
展权。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时
代赋予世界各国的责任。与会人
士认为，各国应以发展促人权，优
先致力于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发
展权，共同推进全球发展更加平
衡、协调、包容，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圭亚那前总理摩西·纳加穆图
赞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
权发展理念：“民主必须把人民放
在第一位，发展只有符合人民的利
益才有意义。要实现真正的民主，
就必须增进人民的福祉。中国以
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值得各国

借鉴。”
“人民是中心，发展是途径，人

权是目的，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进步的写照。”中国人权研究会秘
书长鲁广锦说，经过 40多年持之
以恒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
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也创造了
人权发展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是否满
意为标准，是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
得进步的关键。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
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表示，
中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坚持人
民当家作主，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
民民主。“我在北京的社区看到居
民参加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人们
认真投票，表达真实意愿。这是中
国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
现之一。”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
维为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权首先聚
焦自己国家的优先发展方向。实
践证明，中国优先坚持以人为本、
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
等，实现了伟大的成功。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
文化人权中心主任汤姆·茨瓦特认
为，当前世界面临诸多新挑战，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才能为推进人权事业创造
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人类应
该互学互鉴、互相尊重，抛弃零和
博弈、赢者通吃的观念，共同承担
和平发展的责任。

“只有维护多边主义、团结合
作，才能保护人权、发展人权”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尊重
和保障人权必须要在坚持人权的
普遍性原则基础上，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与会人士认
为，看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应
该简单以某一种人权观作为标准，
更不应该抱有意识形态偏见，要由
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要看人民

是否满意，要看能否从根本上保障
广大人民的利益。

叙利亚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
伯色那·夏班表示，西方国家所谓
的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更不能成
为衡量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尺
度。发展中国家应走出具有自己
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
努斯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过程中，全球人权治理中存在的问
题也充分暴露出来。各方应采取
行动，让国际人权事业朝着健康方
向发展，“而不是由个别国家指手
画脚”。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坚持多边
主义是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正确
选择。国际人权合作应该基于非
选择性、非政治化、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的原则，促进相互理解，加强
建设性合作。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埃克托·康斯坦德·罗
萨莱斯说，当前，多边主义在人权
领域面临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
家必须认识到，只有维护多边主
义、团结合作，才能保护人权、发展
人权。”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不但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疫苗援助，还与多国开展疫苗
联合生产。中国已向 12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18亿剂疫
苗，帮助国际社会弥合‘免疫鸿沟
’。”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政策顾问穆
罕默德·汗说，中国维护了发展中
国家人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实实在
在的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
米尔·诺罗夫表示，南南人权论坛
为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
战搭建了平台。“作为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消除贫困领域
取得了伟大成就，给国际社会留下
了巨大的经验财富，切实推动了南
南人权合作。”

据《人民日报》

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2月9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来自中国美术馆的雕塑作品在澳大利亚
国家博物馆展出。

三件中国当代雕塑作品9日亮相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名为“写意塑
魂”的展览当日举行启动仪式。展出的三件作品来自中国美术馆，分别出自
著名艺术家刘开渠、熊秉明和吴为山之手。展览将持续至明年2月28日。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馆长马修·特林卡在启动仪式上说：“很高兴看到这些
雕塑作品成为我们和中国美术馆长期合作的最新成果。”

新华社发（刘畅畅摄）

▲

▲6月25日，在肯
尼亚纳库鲁郡的埃格
顿大学，来自中国的农
学教授刘高琼（左二）
和学生们在温室大棚
内讨论花卉育种和病
虫害防治。

6月25日，在肯
尼亚纳库鲁郡的埃格
顿大学孔子学院，来自
中国的农学教授刘高
琼（左一）和肯方工作
人员及研究生准备进
入实验室。

定州农商银行定州农商银行
咱定州人自己的银行咱定州人自己的银行定州市融媒体中定州市融媒体中心心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童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
勒斯坦国驻华大使馆12月7日在北
京举办“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线上纪念活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林怡表示，自 1980年以来，对外友
协每年都举办“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国际日”纪念活动，显示了中方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一贯明确的立场。对
外友协愿同巴勒斯坦朋友携手努
力，为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贡献
民间智慧和力量，共享和平稳定与
发展繁荣的美好生活。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在
视频致辞中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和方向。当务之
急要增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权
威；支持巴各派加强团结，实现内部
和解，形成统一谈判立场；鼓励巴以
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重启和
谈。中国始终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好
兄弟、好伙伴，中方将继续在国际多
边场合为巴方正义事业仗义执言，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巴方提供援
助，为推动早日重启巴以和谈，实现
巴以两国、阿犹两大民族和平共处
作出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马赫达
维表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
日”纪念活动传达了国际社会对巴
勒斯坦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
坚定支持，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长
期以来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
正义立场，也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举办声
援活动。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主任
科伦巴诺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驻京办
主任艾勒艾敏分别宣读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阿盟秘书
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的声援日致
辞，表达了联合国和阿盟对巴勒斯
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支持。

中联部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巴
中友好协会负责人、中外媒体代表
及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师生
代表等50余人参加了线上活动。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纪念活动在线举办

走进中肯作物分子生物学联合实验室

中肯作物分子生物学联合实验室设立于肯尼亚纳库鲁郡的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是中国科技部审批通过的首批“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之
一。 新华社记者张宇摄

巴西政府拟再“拍卖”16座机场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纽约
市警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纽约市
今年截至 12月 5日仇恨犯罪案件
较去年全年增加近一倍，其中针对
亚裔的犯罪案件增幅最大，达
36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8日援
引纽约市警察局发布的数据报道，
截至本月 5日，纽约市今年发生的
仇恨犯罪案件达 503起，较去年全
年的 252起翻了将近一番。其中，
针对亚裔的犯罪达 129起，而去年

全年为28起；针对犹太裔的犯罪达
183起，较去年全年增加51.2%。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德莫特·谢
伊说，今年仇恨犯罪激增，部分原
因在于监禁率下降。纽约市先前
改革保释制度，“大量本应关在监
狱里的人重现街头”，社会治安形
势恶化。

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定义，仇
恨犯罪指犯罪动机完全或部分源
自个人对种族、宗教、残障、性别等
方面的偏见。（王逸君）

纽约市仇恨犯罪激增
针对亚裔犯罪增近四倍

以色列沿加沙地带
“智能”隔离墙修建完成

这是近日拍摄的以色列沿加沙地带“智能”隔离墙。
以色列国防部12月7日宣布，经过3年多施工，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

“智能”隔离墙修建完成。该“智能”隔离墙全长65公里，分为地上和地下两
部分，沿隔离墙安装有数百个摄像头、雷达系统和传感设备。隔离墙还延伸
至海上，配备有侦测海上越境人员的系统和可远程控制的武器系统。

新华社发（以色列国防部供图）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巴西政
府12月8日宣布，到2022年年底前
将再拍卖16座机场的经营特许权，
包括圣保罗市孔戈尼亚斯机场和里约
热内卢市圣杜蒙特机场等主要机场。

巴西政府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

布这一消息：“对巴西而言，把机场
经营权转交给私人企业可以增加投
资、提高服务质量，具有战略意义。”

巴西政府自2019年以来已经拍
出34座机场的经营特许权，拍卖所得
大约340亿雷亚尔（约合60亿美元）。

雅伊尔·博索纳罗 2019年出
任总统，承诺改革经济结构，推行
国有企业私有化，着力推进上届政
府 2016 年启动的“投资伙伴计
划”，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资本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范围的
旅行限制对巴西航空运输业造成
沉重打击。

巴西疫情严峻，累计染疫病亡
人数为全球第二高，仅次于美国。
（李彦南）

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9日电
（记者李浩）巴基斯坦总理中巴经
济走廊事务特别助理哈立德·曼苏
尔12月9日在首都伊斯兰堡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实施极
大改善了巴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
状况，两国在走廊框架下的产业合
作将为巴工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曼苏尔当天在巴智库可持续
发展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中巴经济
走廊研讨会上说，巴基斯坦曾深受

电力短缺困扰，每天停电 10个小
时以上的情况严重影响民众生活
和工业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多个
能源项目的投产为巴带来充足、可
靠、廉价的电能。

他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
得巨大发展成就，成功消除绝对贫
困，其中许多经验值得巴基斯坦学
习。巴政府计划在中巴经济走廊
框架下建设9个特殊经济区，通过
优惠政策和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包

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投资兴
业。

曼苏尔说，巴基斯坦人口中年
轻群体占比高，适合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中巴经济走廊特殊经济
区的建设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推
动巴成为制造中心，这对巴基斯坦
寻求进口替代和发展出口导向型
经济至关重要。

他表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致力于

深化地区互联互通。走廊框架下
多条公路的建成通车以及瓜达尔
港的快速发展不仅让巴国内交通
网络更趋完善，也让巴基斯坦和中
亚国家更紧密联通。

曼苏尔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巴
中互利共赢的体现，巴政府高度重
视走廊项目，正通过多个跨部门协
调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走廊
未来必将结出更多硕果，造福两国
和地区人民。

巴基斯坦官员：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工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