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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顾科学和事实，无视国
际社会反对，动用情报机构进行新
冠病毒溯源，是一出贻笑大方的闹
剧，其抹黑中国、遏制打压中国的
动机昭然若揭。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客
声称，持续炒作溯源调查可消耗
中方外交资源，增加美对华要价
筹码，对冲中国影响力。污蔑抹
黑他国是美国的拿手好戏。无论
是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把一小瓶白
色粉末说成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证据，还是海湾战争前炮制“育
婴箱事件”煽动民众愤怒情绪，美
国在有政治需要时总是热衷于捏
造事实。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
国故伎重施，动用情报机构，企图
将这场世纪疫情转化为遏制打压
中国的抓手。有美国专家非常直
白地指出：“美国很担心中国的迅
速发展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主要
力量，所以一直想用各种方式制

约中国。”
美国政客的政治算计低估了

国际社会的判断力。连日来，国际
人士纷纷仗义执言，直指美国政治
操弄、甩锅推责的险恶用心，强调
美国“正在利用全球悲剧来实现自
己的政治目标”“美国政府企图将
新冠病毒起源归咎于中国是不负
责任的、不可接受的”。面对世纪
疫情，中国展现了责任和担当。无
论是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国内疫情，
还是支持各国抗疫、推动全球抗疫
合作、推进科学溯源，中国都始终
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任何谎
言都不可能改变事实，任何抹黑都
不可能抹杀中国贡献。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日益增多
的全球性挑战，一个健康稳定的中
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的普遍期盼。进入新世纪以
来，中美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
击埃博拉疫情、加强全球气候治理

等重大议题上有效合作。但近年
来，美国不断针对中国核心利益，挑
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
导致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和挑
战。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
美国政客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
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千方百计企
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
程。正是在这种错误思维的驱使
下，美国政客荒唐地认为，世纪疫情
带来的复杂局面为遏制打压中国带
来了机会。

有国际媒体就美国当前处理
对华关系的错误思维指出，美国的
问题在于它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
界——一个不是现实、更不是未来
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
时代，各国都在同一条船上，风雨
同舟是必然选择。美国政客在世
界需要团结合作时选择了制造分
裂，在各国需要携手前行时选择了
以邻为壑，非但不可能实现遏制打

压中国的企图，反而只会让自己遭
到世人唾弃。

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表明，美国
从维护自身霸权目的出发，肆意污
蔑攻击、遏制打压中国，注定是徒
劳之举，不可能得逞。美国遏制打
压中国，完全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
壮大，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一
心，建设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中
国的发展进步有着巨大内生动力，
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政客应从妄想中清醒过来，迷
途知返。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寻找
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之道，是中美关系唯一的正道。美
国政客如果不能尽早做出正确判
断，继续搞遏制打压那一套，其对
华政策就只会在死胡同里打转，注
定会四处碰壁，落得个失败下场。

转载《人民日报》9月2日文章

遏制中国注定是徒劳之举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纪念
辛亥革命 110周年招待会 9日晚在全
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招
待会并致辞。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之际，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隆
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
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
功勋，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激

励和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具有重
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历史与现实相
贯通的宏阔视野，深刻阐述辛亥革命
的历史功绩和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
是一篇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的重要文献，必将极大
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不断把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的壮
志豪情。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
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
聚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的智慧和
力量。

张庆黎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
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
一个伟大时代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弘扬辛
亥革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
同奋斗。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何厚铧、
梁振英、夏宝龙、李斌、苏辉、郑建邦和
应邀来京参加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
活动的海外来宾及有关人士出席招待
会。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
汪洋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商务
部等 14部门 9日联合印发《家政兴农
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 7项
22条工作举措，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家政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家政行业规模迅速扩
大，从业人数超过 3000万，成为重要
灵活就业渠道，但消费者反映的服务
员“不好找、用不起、不好用”问题仍
然较为突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
加速及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家政服务

市场需求仍有巨大空间。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司相关负责人说，商务部此前会同相
关部门大力推动家政扶贫，截至 2020
年底，已累计带动 85万贫困劳动力
从事家政服务，取得积极成效。如今
发布这一行动计划，正是为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有效
保障城乡家庭家政服务需求。

这一文件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

端，提出 7项 22条工作举措。具体来
说，即通过加强基层动员引导、完善
供需对接、促进服务下沉等，扩大家
政服务供给数量；以提升技能、加强
行业规范等，提高家政服务供给质
量；以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业态
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化赋能等，优化
家政服务供给结构和方式。

这位负责人说，相比以往家政扶
贫政策，这一文件既从服务供给角
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出得来、留得住、
干得好，又从服务需求角度，提高服

务质量、创新服务提供方式，让消费
者找服务员找得着、找得起、找得好。

商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
期，我国家政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
速超 20%，各地制定地方性标准规范
超 160个。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初步
建立，家政信用信息平台累计归集
1.6万家家政企业、1200万条家政服
务员信息。家政服务与养老、育幼、
物业、社区零售等业态融合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

我国发布未来5年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10月10日拍摄的甘肃
省陇南市宕昌县官鹅沟景区
鹿仁民俗村雪景。

当日，受冷空气影响，甘
肃平凉、陇南、定西等地出现
降雪。

（新华社）

雪落甘肃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
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
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
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
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
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
刻阐述了辛亥革命110年来
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
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
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
着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共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
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
奔走呐喊，探寻救国救民的
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
争，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
不息的顽强意志。作为他
们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
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
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率先
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
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
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
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
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
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
命大势的形成。辛亥革命正
是在这样深刻的社会历史背
景下发生的，是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
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
昌城头枪声一响，以孙中山
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
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
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
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
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
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
伟大而艰辛探索。由于历
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
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
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
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
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
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
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
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

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
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的：“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
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
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
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
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
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由此点亮。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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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
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
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
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
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
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
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

辛亥革命 110 年来的历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
实的继承者。历史深刻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
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
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踏上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深知前景光明辽阔，
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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