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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
喀彻温省近日接连发现大量“无标记、
无记录”墓穴，它们都位于该国臭名昭
著的所谓“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
址，经初步估计，其中葬有上千具原住
民儿童尸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与愤慨。这个标榜“多元文化”的国
家，究竟掩盖了怎样的“黑历史”？

加拿大种族灭绝历史可谓罄竹难
书。正如一位加拿大因纽特人众议员
所言，这个建立在压迫原住民基础上
的国家，历史上沾满了原住民的鲜
血。为所谓“文明同化”原住民，至
1996年，加拿大共开办139所寄宿学
校，以强制手段迫使约15万原住民儿
童离开原生家庭，甚至一些寄宿学校
还对原住民儿童开展反人类医学实
验。据统计，寄宿学校学生死亡率与
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关押的加囚犯死
亡率相差无几。

历史上的惨剧如今演化为如影随
形的种族歧视，在加拿大的国土上阴
魂不散。加拿大的殖民制度并未结
束，而是转换为系统性种族歧视，使加
原住民处境堪忧。寄宿学校制度演变
成儿童寄养制度，据 2016 年人口普
查，原住民儿童占该国儿童人口比例
不到8%，却占全国寄养儿童数量的一
半以上；原住民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至少八倍，主要原因包括“缺少住
房、食品和更好的机会”或“社会、文化
问题引发抑郁”；此外，对原住民赤裸
裸的残害频繁发生，2019年《加拿大失
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
告》称，1980年至2015年，数千名原住
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

加拿大的种族平等之路依旧漫
长。面对黑暗历史的曝光，加国现任
总理特鲁多似乎忘记加拿大联邦政府
正是主要元凶的事实，不去彻查和弥

补过错，而仅要求教会就此道歉，甩锅
心态暴露无遗。萨斯喀彻温省原住民
梅蒂人组织前主席罗伯特·杜塞特就
此公开撰文，指责加政府在原住民问
题上态度虚伪，并激烈批评加政府领
导人就有关原住民悲惨历史和现实问
题的“习惯性装腔作势”，原住民已感
到厌恶。特鲁多上台时曾誓言，将落
实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
94项改善原住民民生的“和解”举措，
然而至今绝大多数都未能完全落实。

原住民的命也是命。加政府必须
停止在人权问题上作秀甩锅，不要指
望靠几句“煽情”口号就能蒙混过关，
应深刻反省这些毫无人道的行为，正
视原住民过去和现在遭受的歧视与苦
难，在自诩“人权模范生”之前，先补上

“种族平等”这一课。
（原载2021年9月9日《经济日

报第3版》

加拿大没资格自诩“人权模范生”
郭 言

美国对华政策不应被一些政客所
绑架，不应建立在臆想和谎言基础上。
渲染“中国威胁”的论调，无助于美国外
交政策的实现，并会以危险的方式扭曲
美国国内政治

出于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美国
一些政客总是不停地在冷战的工具箱
里翻找过时的工具，频频以谎言抹黑中
国、挑起事端。这种危险的做法反映了
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体
现出他们对国际大势的严重无知，其结
果只会害人害己，终将被时代所摒弃。

为了栽赃中国，美国一些政客制
造并散布谎言，到了荒唐的地步。美国
众议员麦考尔不久前发布所谓报告，再
度炒作“武汉实验室泄漏论”。这份报
告将武汉病毒研究所改造中央空调的
花费夸大1000倍，以制造该研究所经
费惊人、存在“异常”的假象。美国国务
院前助理国务卿福特发表公开信指出，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初，在美国
前国务卿蓬佩奥授意下，美国国务院政
策规划办公室指使有关官员和顾问绕
过专家评估，持续向美国国务院各部门
宣扬“新冠病毒系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
生物武器”等谣言。诸如此类做法不一
而足。可以说，美国政客故意制造、传
播谣言，毫无底线可言。

在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上，美国
一些媒体与美国政客唱“双簧”，扮演了

不光彩的角色。它们频频援引所谓“情
报报告”“匿名官员”，极尽含沙射影、无
中生有之能事。在充斥硬伤和谎言的
麦考尔报告出台后，《华盛顿邮报》等美
国媒体竟然宣称，该报告“提出了一个
令人信服的案例，无论是否得到中国政
府的许可，都必须对实验室泄漏论进行
彻底调查”。这些媒体所标榜的“独立”

“客观”“真实”，此时全然不见踪影。为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倡导科学原则，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撰写文章，向一些美国媒
体投稿阐述中方有关立场，澄清事实，
却均遭拒绝，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所谓新
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

美国一些政客为挑起对华“新冷
战”，处心积虑给中美关系制造矛盾点、
冲突点。有中国企业仅因为创始人得
到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奖项，就被列入

“涉军清单”；有中国留学生仅因为手机
里有军训照片，就被怀疑有军方背景而
遭遣返。为欺骗更多美国民众接受他
们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的逻辑，为挑拨
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他们不仅鼓噪增加
政府的“对抗中国影响力”资金，还要调
动媒体、智库、企业等各方资源打所谓

“全社会战争”。对这种臆造、渲染“中
国威胁”的做法，美国国内也有大量理
性声音表达忧虑。杜克大学公共政策
和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詹特尔森指出，

“中国威胁”正在美国被夸大，这对外交

政策来说适得其反，并会以危险的方式
扭曲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一些政客企图把“冷战剧本”
生搬硬套到今天的中美关系中，把中国
当作对手和“假想敌”，如同堂吉诃德挑
战风车一样荒诞和危险。在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利益深度融
合。在全球性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的当
下，中美合作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
多了。美国一些政客企图通过政治操
弄推动对华“脱钩”，甚至妄想通过搞

“集团政治”赢得对华“新冷战”，这是对
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严重无知。面
对美国一些政客挑动中美对抗的危险
举动，国际社会普遍表达了忧虑。即使
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愿意被绑进一个

“反华联盟”。
美国对华政策不应被一些政客所

绑架，不应建立在虚妄的臆想上，更不
应建立在人为编造的谎言基础上。如
果美国政客执意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早
已低迷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坍塌。中美
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不同，这
是客观事实，谁也不可能改变对方。正
确的做法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寻
找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之
道。中美关系最终应该只寻求这样一
种前途，也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

（原载 2021年9月8日《人民日
报》第16版）

9月13日，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吉林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邵波就吉林市

“一个意见、六个办法”人才新
政进行了详细解读。吉林市
人社局、吉林市教育局、吉林
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据介绍，围绕“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吉林市“四
六四五”发展战略，聚焦人才
引进、培养、评价、服务4个方
面，吉林市制定出台了《关于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助推实施

“四六四五”发展战略的实施
意见》及万名学子助企兴业、
乡村人才振兴、重点产业高端
人才引进、民营企业家培育、

“江城工匠”锻造、吉人回吉6
个实施办法，努力破除人才引
进和培养的体制机制障碍，全
力打造吉林省人才高地和全
国一流人才生态模范城市。

“一个意见、六个办法”人
才政策主要突出三方面特色
内容：一是放活事业编制使

用、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职
称评定三个关键，打破人才工
作壁垒；二是紧盯产业、企业、
一线三个方向，促进人才向企
业、基层一线流动；三是突出
激励民营企业家、支持科研成
果转化、奖励“江城工匠”三个
重点，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发布会还重点介绍了“六
个办法”中涉及的万名学子助
企兴业行动、民营企业家培育
行动、吉人回吉行动。据悉，
吉林市计划利用3至5年时间，
引进1万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高校毕业生，进一步激
发、释放大学毕业生蕴藏的巨
大潜力和活力；培育100名优
秀民营企业家，进一步激发企
业家精神、培养干事创业热
情，营造尊商重企社会氛围；
回归各类人才5000人，进一
步吸引更多吉林市籍在外人
才回归家乡，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家乡建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
续报道

人民日报钟声：

谎言制造者是在自毁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会展
行业经历了大洗礼，不少会展企业
采取多种方式自救，其中线上会展
受到全行业推崇。此间举行的第
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是采取“实
体展＋云上东博会”的形式办展。

“云上东博会”打破空间限制，保证
国内外政商界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开辟多领域合作的“云上南宁渠
道”，为会展行业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有益探索。

疫情下的突围

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年来，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
成为亚太区域最具活力的合作。
东博会自2004年举办以来，立足
中国—东盟合作面向全球开放，正
创造超越11国的广阔市场和巨大
商机。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阴

霾笼罩下，东博会首次采用“实体
展＋线上展”的方式，突破地域限
制拓展商机。

打开“云上东博会”可看到中
国商品馆、东盟国家馆和“一带一
路”国际馆等众多线上场馆。老挝
的茶叶、马来西亚的燕窝……各场
馆通过3D虚拟展厅让观众近距离
感受各国文化及参展商品。

“通过线上平台下单，就可以
把泰国的水果带到中国市场。”经
营农业科技公司的覃庆献说，今年
泰国榴莲深受消费者青睐，网络销
售量增加了不少。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
书长王雷表示，“云上东博会”启动
后，全年在线、常态化运营，真正实
现了“365 天永不落幕的东博
会”。今年东博会继续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模式，完善“云展示”“云
会议”“云洽谈”等功能，丰富直播
推介会、“一对一”视频配对活动

等。

线上展会的挑战

展会线下转线上，意味着咨
询、营销等环节的思维转变，当前
仍面临诸多挑战。

——线上展会转化率不高。
王雷认为，会展业是接触型经济，
线下展转为线上展，尽管流量不
少，但实际转化率有待提高。线上
展主要以零售业为主，对于以B2B
为主的展商和采购商而言，实际达
成协议的不多。

——新型采购模式接受度仍
需培养。本届东博会首次举办“优
选好物节”，邀请国内知名电商主
播逛展，并组织直播带货专场，但
国内外对在线卖货方式的接受程
度大不相同。一些传统客商表示
更习惯于在实体展厅中选择产品，
与展商进行面对面沟通洽谈。此
外，一些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网络传输速度、翻译能力等会
影响客户采购效率。

——复合型展会人才需求量
大。记者在东博会展厅采访时发
现，不少外国参展商具备中文、英
文等多语种能力，在与各国客商交
流沟通时具有明显优势。线上展
会同样需要参展商具有灵活的语
言表达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以
及充分的外贸理论和实践知识，未
来会展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将越来越大。

更迫切的转型

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VR、AR等先进技术的加速
发展和广泛应用，促进了各行各业
跨界融合发展，也迫使会展业快速
转型。

去年以来，“云上东博会”积极
打造数字展览平台、数字会务平
台、数字营销平台等。

线上线下展会相结合，打造智
能获客生态闭环。广东鸿威国际
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照云
认为，线上展览离不开线下展览实
体支撑，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
孪生精准获客平台，提高企业“云”
拓客能力，帮助企业低成本接入数
字贸易赛道，用沉浸式方式看工
厂、看产品等。

当前广西正加快推动建设国
际会展企业总部基地，充分激活以
会展项目为主力、配套服务为支
撑、商业流通为延伸的现代会展产
业集聚效应。

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王锦珍
建议成立中国—东盟会展联盟，
加强会展信息交流合作，充分利
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手段，开
展多种形式的高效信息交流，建
立信息交流机制，同时开展会展
专业人员培训。

/新华社记者 卢羡婷 孙一

线上博览会如何在疫情下突围？
——从“云上东博会”看展会可持续发展

激发创新活力 打造人才高地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吉林市

“一个意见、六个办法”人才新政

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和国
庆节，许多人都有出游计划，
秋季也是一些传染病的高发
季节。13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从在省疾控中心了解到，
省疾控中心结合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特点，提示广大公众：
假日出游身心放松，传染病防
控意识不能放松。

一、保持良好习惯。坚持
防疫“三件套”：科学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
卫生；牢记防护“五还要”：口
罩还要继续戴、社交距离还要
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
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二、合理安排出行。建议
选择短途旅行,在市内或近郊
游玩。非必要不离省、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省外游请大
家密切关注本土新发病例地
区疫情动态消息和各地风险
等级调整。

三、不提倡聚集和聚会。
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

共场所，降低疫情感染风险。
在人群聚集场所应佩戴口罩，
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

四、积极接种疫苗。建议
在出行前，完成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

五、做好健康监测。如有
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应及
早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就诊，并主动告知旅行史和
接触史，就医途中请全程做好
个人防护，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六、注意食品和饮用水卫
生。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和
食源性疾病。做饭时要注意
手卫生，做到生熟分开，食物
及时低温保存。

七、做到多病共防。除新
冠肺炎外，秋冬季还是流感、
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高
发季节，要坚持健康生活方
式，保持健康体魄，防止传染
病传播。/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朴松莲报道

省疾控中心发布
中秋、国庆假期传染病防控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