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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似乎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国
际组织可以任由它呼来喝去、左右摆布。最近，美
国的这个臆想症又发作了。

该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科威特与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会面，再次逼迫世卫组织把矛头
对准中国开展所谓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还称要

“以多边主义的方式”，“继续改革和强化世卫组织”。
一年前执意退出世卫组织并拖欠巨额会费的美

国，现在倒是跟世卫组织走动得很勤，莫非突然想起
自己的国际义务了？答案绝非这么简单。看看现在
的美国，国内疫情泛滥、“病毒起源”“扩散病毒”的嫌
疑越来越重，靠什么洗白？只有把脏水泼到中国头
上，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为此，美国不但自己
赤膊上阵，还要拉上一众跟班，更要摆平世卫组织。

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就知道美国此举毫
不奇怪。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逻辑的美国，
不过是借国际组织谋取自家私利：一旦感觉不符
合自身利益，就肆意“退群”；哪天忽然想起国际
组织还有利用价值，便理直气壮地返身“入群”。
远的不说，就说说这两届美国政府搞的“退群”

“入群”把戏吧——
上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以不符合美国最佳利

益等为由，退出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10个国际
组织与国际协定。本届美国政府 2021 年初上台
后，立即推翻上届政府的决定，宣布重返世卫组
织。重新“入群”后，美国政府集中精力干了一件

“大事”，就是威逼世卫组织——不承认中国—世卫
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启动针对中国的
所谓“二次溯源”。瑞士生物学家爱德华兹撰文指
出，世卫组织完成第一阶段溯源研究后，美国方面
不断诋毁、恐吓参与的科学家，称该研究小组缺乏
代表性，目的就是将本国和盟友的专家列入第二阶
段研究小组名单。“今日俄罗斯”网站评论称，世卫
组织无法连贯运作，表明它受到华盛顿强加的地缘
政治因素干扰。

除了胁迫世卫组织站队，美国还干扰世卫组织
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阻碍发
展中国家获得急需的救命疫苗。据路透社报道，由
于美国实施经济制裁，有拉美国家向COVAX支付
的疫苗款项遭遇拦截，导致COVAX迟迟未能分发
疫苗。此外，美国还拖延兑现为COVAX捐助5亿
剂疫苗的承诺，在国内继续囤积巨量新冠疫苗。承
诺捐助的疫苗，迄今捐出还不到2000万剂。据《华
盛顿邮报》报道，由于美国囤积疫苗过多，导致可供
至少1300万人接种的疫苗即将过期。

历史早已证明，对于国际组织来说，美国不是
良友。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近期出版的回忆
录中指出，2015 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维和峰会
上，时任美国领导人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美国《外交
政策》杂志网站称，美国至今拖欠联合国维和经
费超过10亿美元、拖欠世卫组织会费2亿美元。

《联合国宪章》序言里有句成员国必须恪守的
格言：“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而今，作为联合
国创始国之一的美国，早已将76年前的庄严承诺
抛到脑后，竭力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妄图以“伪多边主义”取代联合国旗帜下的多边主
义，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彻底成了国际组织的捣
乱者、多边主义的破坏者。对此，世界都看在眼里。

就在7月14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
议上，90多个国家或共同声明、或单独发言，揭批
美国的人权劣迹，严斥美国大搞“病毒溯源”政治
化。想想会前会中，美国可是机关算尽，要借此大
好机会对中国发难。中国有句谚语：偷鸡不成蚀把
米。这一回，美国是真真切切体验了一把。

美国须知：国际组织，属于国际社会。国际组
织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提线木偶！在世界加速走
向多极化的时代，那种企图强迫国际组织听命于
某个国家、借伪多边平台行霸道之实的政治算
计，到头来不过是黄粱梦一场，注定不会得逞。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望海楼评论

国际组织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提线木偶
——起底美国霸权行径⑥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中宣
部26日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命与行动价值》。

文献介绍，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
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
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
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
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
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

民利益的一致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
事业推向前进。

文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是指
引党不断前行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
的奋斗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理论探索史。

文献称，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
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
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次跨过急
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关键在
于党高度团结统一，具有强大的领导
力执政力。

文献说，党历经百年风雨仍然走
在时代前列、保持青春活力，在于党不
但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
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始终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
进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肌体健康和生
机活力。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
事业奋斗的政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始终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始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
的一边，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中宣部发布文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上接一版）
随着“双培养”工程的进行，遵义

各地通过跟踪管理，完善考核等举措，
持续健全培养机制，建好村级后备“人
才库”。

“采用半年考核、年终考核和日
常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还会采
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进行督查，
发现问题及时通报，达到跟踪管理
的效果。”刘德刚表示，考核结果分
为四个等次，将作为晋升待遇、选拔
使用及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至于

学生，主要针对学业完成情况、思想
品德、平时表现等进行定量或定性
考核。”

吴奇华介绍，同一拨考核的培养
对象里，也有少数不合格的，被调整出
了领军人才队伍。“宽进严出，得时刻
打起精神好好干。”

为进一步健全培养机制，遵义各
地探索制定提高经济待遇、政治保障
等激励措施，畅通人才成长路径，充分
调动各类人才工作积极性。

在正安县，12名非党员领军人才

已发展成党员，4名带富成效显著的
党员领军人才，均被吸纳为村两委成
员，实现从“带头引路”到“示范领军”
的转变。

“我们通过选拔、培养、使用等途
径，下大力气锻造村级组织领军人才
和爱党爱国爱家乡爱‘三农’的乡村振
兴后备力量，解决农村党组织队伍青
黄不接、后备人才缺乏等问题，破解人
才制约瓶颈，以此助推乡村振兴。”遵
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表示。
（来源：《人民日报》8月26日二版）

人才队伍强 乡村事业兴

“承德我是头一回来，一直心向往之。
这里的很多事都想了解、实地看一看。”

冀北秋高气爽，万亩金莲花开。
8月 23日至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河北承德，深入绿意盎然的无边林海，赞誉
荒漠变绿洲的精神力量；走进意蕴悠长的园
林庙宇，感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启
迪；来到欣欣向荣的乡村社区，描绘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图景。

这一片绿色，这一种精神

在塞罕坝月亮山望海楼驻守了 13年，
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没有想到，习近平
总书记会来这里看望他们。

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塞
罕坝机械林场，驱车登上海拔 1900米的月
亮山。

秋日明媚的阳光洒向这片无边绿海，远
处山峦起伏，四顾风景如画。半个世纪前塞
罕坝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茫茫荒原，
如今这里已是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沧桑巨
变背后，是无数刘军、王娟这样林场人的辛
苦付出和无私奉献。

“总书记好！”夫妇俩迎出望海楼。
“你们好！”总书记一边打招呼，一边向

他们走来。
怎么值班、怎么休息，多久能回一趟家、

多久能见一次孩子……习近平总书记详细
了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

得知二人长年工作生活在这座三层高
的望海楼里，24小时轮流值守，紧要时每15
分钟瞭望一次，就这样度过了 4700多个单
调的日日夜夜，习近平总书记连声说：“很辛
苦！”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总书记问。
“没有了，都挺好的！”刘军腼腆地笑了。
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提出“进楼里看

一下”。
一层卧室、二层餐厅、三层工作间，

总书记逐层察看，关切询问冬天取暖烧什
么、能不能洗上热水澡，仔细翻看瞭望情况
记录本，了解工作制度、管理规定。

“你们真是不容易啊！”习近平总书记由
衷感叹，“这项工作很光荣，也需要很强的责
任感。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火灾，这很不
容易。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临行前，总书记邀请夫妇俩合影留念。
天上是悠悠白云，背后是连绵青山，快

门定格下珍贵的瞬间。
刘军激动地说：“谢谢总书记！我们一

定把这片林子看护好。”
离开月亮山，车队驶入林海深处，在一

块写着“绿之源”的石碑前停了下来。这里
正是百万亩绿色林海的起源地——尚海纪
念林。

名字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建场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塞罕坝连续

两年造林成活率不足8%。林场第一任党委
书记王尚海不信这个邪。1964年春，他带
领职工在这里打响了“造林大会战”。连续
多天，吃住在山上，共栽植落叶松516亩，当
年成活率96%。

尚海纪念林里的展板上，有一张当年王

尚海蹲在地上同职工一起研究造林技术的
老照片。

总书记驻足凝视，询问王尚海同志有关
情况。

“他始终放不下这片林子，1989年去世
后，家人遵从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
与这里的一草一木永远相伴。”林场负责同
志说。

这是改天换地的精神力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已遮

天蔽日，平均高度超过 20米、胸径达 30公
分。

“走进林子里，感觉确实不一样，空气很
好。”沿着木栈道，总书记步入林中。在一棵
落叶松前，总书记还特地用手丈量了一番：

“长得很好，树干很直。”
连树成林，林下的生态环境也好了起

来。
“原来我们脚下就是沙地，现在腐殖土

层已有二三十公分厚。这些小落叶松，都是
种子落下来自然长起来的。这里经常出现
黑琴鸡、狍子，这些年还发现了狼。”林场负
责人如数家珍。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森林防火工作，
考察过程中再三叮嘱要注意防火安全。

“人为的火灾隐患要特别注意，一定要
处理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防火责任重于
泰山，不能把旅游收入看得高于防火。那可
是几代人的心血啊！60年植树造林成果如
果毁于一旦、付之一炬，损失是物质上的，也
是精神上的。”

“你们60年没有发生火灾，这已经很不
容易了，经验值得总结，继续完善，但丝毫不
可松懈。我们建这片林，它的生态屏障作
用，要永远发挥下去。”

离开纪念林时，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
了林场三代职工代表。

“老同志，你就是去国际上领奖的那位
吧？”

人群中，总书记一眼就认出了满头银发
的第一代退休职工代表陈彦娴。2017年，
她代表林场职工领回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你是什么时候到场里的？”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

召，来到塞罕坝。”“六女上坝”的故事家喻户
晓，当年陈彦娴等 6人义无反顾来到这里，
在荒漠之上谱写了一曲无悔的青春之歌。

如今，青丝变成了白发，荒山成了青山，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一以贯之、代代相传。

站在陈彦娴身边的，既有防火调度员，
也有“森林医生”防治检疫员；既有硕士毕业
的林场科研所研究人员，也有刚刚毕业的大
学生技术员……

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慰：“2017年，我对你
们感人事迹作了一个批示，提出了塞罕坝精
神，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
组成部分。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要继续
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
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
生态文明建设好！”

鼓舞人心的话语，回荡在绿水青山间。

历史的印记，历史的启迪

承德，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清代，这里因地处京师和塞北之间、中

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过渡地带，见证
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留下一段段

“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团结佳
话，藏传佛教达赖、班禅灵童转世的金瓶掣
签制度也是在这里确立的。

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承
德避暑山庄、普宁寺、承德博物馆，深入考察
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宗教工作。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是清代为

实现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统一而修建
的。

习近平总书记依次察看澹泊敬诚殿、四
知书屋、烟波致爽殿等，详细了解山庄历史
和文物保护工作。

“了解了很多情况，学到了很多知识。”
总书记指出，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厚，在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统
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避暑山庄全图》前，总书记驻足良
久，仔细端详。

这幅由清代画家绘制的长图，呈现了山
庄鼎盛时期的全貌。山庄面积超过 8000
亩，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地形犹如中国自然
地貌的缩影，亭台楼阁、山水相依，自然风景
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

“避暑山庄的文化很深厚，建筑构思精
美，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园林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瑰宝，
要保护好，同时挖掘它的精神内涵，这里面
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不时有游客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向他们挥手致意，并同他们亲
切交谈。

听说有些人来自承德本地，总书记嘱咐
他们常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们“从小就要了
解这里，热爱自己的家乡”。

普宁寺是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一，前半部
建筑为汉式、后半部为藏式，汉藏合璧、有机
融合，寓意四海之内“安其居、乐其业、永永
普宁”。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察看了天王殿、大雄
宝殿等建筑。

普宁寺内立有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勒
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
四面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察看碑文，了解相关史实。

在承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
《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
览。

参观过程中，一幅展现土尔扈特部从伏
尔加河草原，逾越艰难险阻、万里东归的示
意图，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当年乾隆正是
在承德热情接见了东归英雄渥巴锡。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土尔扈特部都去
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
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

向心力。”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走出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

历史是鲜活的，既有通史，也有专史，各个方
面都要研究透。要因地制宜开展研究阐释，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

在承德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承德见证了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些
重要历史时刻，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我
们的祖先在中华民族的进步过程中、在文明
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政治智慧、做了哪
些事情，我们要深入了解。

鉴往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在
党的领导下，我们56个民族、14亿多人和睦
共生，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城镇要好，乡村也要好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看看乡村，乡村
是我们人民最基本生活情况的反映。”

2012年底，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来到
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为的是“看真
贫”。

时光荏苒，初心不变。
时隔 8年多，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24日下午，总书记再次来到河北农村，
考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地处
燕山余脉，莲花山风景秀美，滦河水绕村而
过，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随着乡村旅游发
展，休闲采摘、民宿等也兴起了，村民们在家
门口卖土特产又卖风景，腰包渐渐鼓了起
来。

村山谷市集的展厅里，本地出产的南
瓜、茄子、葡萄、毛桃等特色蔬菜水果，五颜
六色、琳琅满目。

“这里产的沙果昨天我吃了，味道很
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果子，别的地方还
真不多见。”总书记笑着说。

驻村第一书记郝天娇告诉总书记，现在
全村有农业温室大棚303个，其中草莓大棚
有 230个。“我们专门去山东学草莓种植技
术，一年下来一个大棚能赚六七万。”

村民霍金就住在村里的小河边，推开门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两层楼的大房子，院
里种了棵杏树。

一家人热情地邀请总书记到家中做
客。这是一个三代11口人的大家庭。正值
暑假，霍金的5个孙子都在家中。

“瞧这一家子，人丁兴旺啊！”看着可爱
的孩子们，总书记高兴地说。

老霍夫妇在家种大棚，两个儿子在外务
工，今年上半年，全家收入就超过了 10万
元。

客厅里拉家常，老霍有点激动：“这些年
来我们国家变化太大了，老百姓种地政府给
补贴，病了有医保，大病还有救助，养老也有
保障。有总书记领导，人民真幸福！”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不是一
个口号，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事的。”习近平
总书记回应道。

霍金家门口，闻讯而来的村民们纷纷向

总书记问好。
“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我们

农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乡村振兴。不仅城
镇要好，乡村也要好，乡村城镇一样好。我
们不能满足，还要再接再厉。全面小康之后
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总书记的话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从农村到社区，民生福祉无小事，一枝

一叶总关情。
离开大贵口村，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

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中心成立于 2018年，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方式，解决老年人
健康医疗、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需求，服务
范围已从社区向周边辐射，惠及约1700人。

走进中心，大屏幕上展示了居家养老智
能化信息平台运行情况。工作人员随机调
取了一位老人的健康档案，联系方式、生活
习惯、服务需求、患病及用药情况等一目了
然。

工作人员告诉总书记，这位老人患有脑
梗后遗症，性格内向，日常需要上门配送药
物、打扫卫生、心理辅导。

“这些服务是固定的吗？”总书记问。
“是固定的。如果有其他需求，随叫随

到。”
“这个平台有多少人？”
“一共12个人。”
“这一块一年政府拿出的钱多不多？”

总书记又问当地政府负责同志。
“一年拿出120万，政府购买服务。”
“档案搞得很细。”习近平总书记点点

头，“这些都需要投入人力和资金。”
组建志愿服务队，创建“时间银行”，鼓

励大家“今天为别人服务、明天免费享受服
务”，是这个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
举措。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习近平总书记
见到了部分志愿者。

“当志愿者就是想老有所为，能发挥一
点余热。”大家告诉总书记，目前全社区有
48名志愿者，主要由身体较好的退休职工、
退役军人组成，每天和工作人员一起上门服
务。

“你们讲的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你们
在探索做好老有所养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
怎么老有所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老有所为同老
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
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较轻的
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有更
多作为。

离开社区时，总书记同依依不舍的群众
深情道别。他指出：“我们已经走在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只要我们
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14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
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新华社承德8月26日电）

“14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承德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