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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牵动着无数台胞台商
的心。他们尽己所能，出资出力。截
至 2月 28日，台企顶新国际集团便利
餐饮连锁事业合计捐款人民币 200 万
元，用于采购负压救护车 4 台，防护
衣 800 件以及 N95 口罩 5062 只，支持
湖北地区医护团队。

这股大爱中，更让人感动的是很

多普通人的付出和坚守。顶新便利餐
饮员工自愿筹集善款 313 万余元，用
于为湖北医护工作者购买医用防护
服。在疫情发生时，他们坚守岗位、
做好本职工作，并尽绵薄之力，保障
一线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餐饮。“虽
然能做得很有限，但是想让这些一线
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

起的。”
这是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女孩，这又是一个个有爱、勇敢的
“女汉子”——

樊甜甜，山东临汾德克士金泰洋
店店长。疫情期间，她和爱人每天开
着“专车”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餐食
送到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的医护人员手
中。当被问到是否有压力时，甜甜
说：“公司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我
只是每天去医院送两顿饭，而医院里
的白衣战士们才是最辛苦的。”这之后
越来越多的餐厅参与到送餐队伍中，
公司曾提议几家餐厅轮流为医院送
餐，她没有考虑太多，主动提出由她所
在的门店作为固定供餐点。

夏盼盼，上海德克士篮球活力主
题店店长。从春节假期开始，她一直为
新冠肺炎防治定点医院及火车站的一
线工作者无偿送餐。门店员工人手有
限，偏偏疫情又导致原料供应受到影
响，部分餐食无法正常提供，在这样的
情况下，盼盼特别感谢顾客的体谅。

盼盼的妹妹是一名护士，在家乡
一线医院做支援。作为家人，纵然有
许多担心，心底里也为妹妹能在危难

时刻贡献一份力而感到自豪。自己虽
然不能像她一样站在抗疫最前线，但
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给国家添
乱，并努力保障一线防疫工作者的餐
饮后勤，做到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她
同样感到安心、自豪。

江想想，上海虹桥康师傅私房牛
肉面四店店长。疫情期间，她所在的
门店每天为虹桥派出所和虹桥区团委
供餐60份。几乎每天江想想都看着全
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和武警集结在虹桥
枢纽，驰援武汉，这些一线战士们出
发前声援武汉的口号让她记忆犹新。
作为餐饮行业的一员，她想，自己同
样要履行好职责，并做好安全保障，
让家人同事安心，让顾客满意放心。
她对疫区同胞说：“别害怕，耐心等
待，樱花烂漫时，万物皆美好。”

目前，顶新便利餐饮已为全国各
地的医护、民警等一线抗疫工作人员
暖心供餐累计 13 万份，合计价值 395
万元。像这样细小的故事，还有更多
我们尚不知晓。像这样甜美的名字，
还有更多我们尚未探知。正是这样普
普通通的面庞和他们忙碌的身影，将
温暖不断延续。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方应停止以“人权”为名
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之实

本报香港3月12日电（记者陈颖）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含
涉港内容的“2019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意在干预香港事务。
针对该报告，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今日表示，美国的世界
自由指数与法治排名都在香港之后，却一再以“国际人权法
官”自居，刻意美化在任何法治社会都绝不会容忍的打砸抢
烧等极端暴力行为，无端诋毁依法止暴制乱的特区政府和警
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是对人权与自由的亵渎，是对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美方对回归以来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
泛权利与自由视而不见，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成功实践熟视无睹，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诋毁抹黑香港人权与自由状况，再次暴露出美方蛮不讲理
的霸道本性，让世界再度见证美方恶名昭著的“双重标准”。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法治的香港。任何人都
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国两制”下绝没有“港独”的任何空
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纵容和支持极端暴力分子的错误行径，
停止打着人权幌子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

外国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本报香港3月 12日电 （记者陈颖）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

“2019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其中涉及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今
日就此回应表示，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实
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
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在 2014年至 2019年 5月间共举
行超过5.4万次和平公众集会及游行，足以证明香港人权受到充
分保障。自去年 6月至今有超过 1400宗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
举行，然而不少演变成严重暴力事件，例如投掷汽油弹、蓄意
破坏及焚烧商铺等。激进示威者诉诸的暴力程度是香港前所未
有的，严重威胁人身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

发言人表示，警队的职责是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使用相
应武力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其间有警员遇到严重受伤甚
至死亡的威胁。有关警察的投诉会按既定机制不偏不倚处理。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正审视去年6月以来一连串大型公
众活动，包括警方采取的相应行动，以厘清相关事实，报告的
内容将会公开。

针对报告中批评香港言论自由的内容，发言人表示，特区
政府一直坚决维护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的自由，但与任何其他
司法管辖区一样，这些自由并非绝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订明可在有必要保障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依法律规定对有关自由作出限
制。基本法清楚表明，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
分。任何“港独”的主张公然违反基本法，直接损害国家主
权、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或法庭案例都
已清楚指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

一些西方媒体近日不约而同地炒作“台湾抗疫
经验”，称台湾以“民主”方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
效显著，世卫组织应重新考虑所谓台湾“加入世
卫”问题。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次暴露出
一些西方媒体自诩“客观真实”实则居心叵测的真
面目。

台湾这次确诊病例不多，至今不到50例，一些
西方媒体由此得出民进党当局防疫得力的结论。但
真相是：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防疫优势，
台湾防疫压力从一开始就不大；民进党当局无心抗
疫，却借疫情故意炒作“恐中仇中”，拿出“抗疫就
是抗中”的架势，采用了远比日本、韩国、香港、
澳门都激烈得多的措施，包括限期要求大陆游客离
台，禁止大陆游客和在台求学的大陆学生入境，暂
停“小三通”，阻挠滞留湖北的台胞返台等，几乎是
全方位阻断了两岸交流。

民进党当局这种野蛮粗暴的“一刀切”防疫，
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实在看不出一些西方媒体据何
称颂“台湾经验”，跟“民主抗疫”更是八竿子打不
着。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舆论场营造了某种“远离大
陆、守住台湾”的氛围，并通过政客、绿色媒体、
豢养的“网军”一起渲染恐怖气氛，挑动仇恨情
绪，操弄“民粹”，莫此为甚。

“德国之声”一篇报道引用台湾受访者的话称，
民进党当局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关心”而自愿接
受隔离治疗，这是“最大的不同”。但当一名从大陆
返台的台商抱怨隔离伙食不好时被岛内电视主持人
骂“可以回大陆吃蝙蝠”，当台湾血友病病童从湖北
返回台湾时，岛内网络上竟充斥“怎么不死在武

汉”等耸人听闻的恶毒声音时，西媒涂脂抹粉的谰
言早已不攻自破——民进党当局利用网络霸凌和负
面情绪控制民众，才是现实。

台湾的医疗卫生体系比较健全，医护人员的专
业水准不错，但民进党当局这次的防疫表现，则完
全可以用荒腔走板来形容。从禁止口罩出口引发岛
内民众争抢口罩开始，民进党当局在口罩购买、生
产、如何使用等问题上朝令夕改，令民众无所适
从，“口罩之乱”至今仍在延烧。大陆首班春节加
班机运送滞鄂台胞回乡后，民进党当局突然宣布飞
机内有一个“确诊病例”，事后却拒不回答武汉台
办七点疑问，始终对该患者的具体情况讳莫如深。
事实证明，这一所谓的“确诊病例”很可能是民进
党当局急于污名化大陆而搞出的乌龙，或干脆是故
意捏造。民进党当局再三阻挠大陆后续加班机运送
滞鄂台胞回乡，宣称“防疫能量有限”，台胞回家
会造成“防疫破口”，不顾医者仁心、人道、人权
和法治而将台胞拒之门外。民进党当局拒不遵守世
卫组织对新冠肺炎的命名规则，要媒体继续沿用

“武汉肺炎”，操纵“网军”散布“中国用病毒攻陷
台湾”等极端言论……部分西方媒体若坚持认为这
样的防疫表现可圈可点，不是眼睛有问题就是别有
用心。

一些西方媒体的用心在报道中其实已袒露无
遗，就是配合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台湾“加入世卫
组织”议题。民进党当局造谣称因“世卫组织将台
湾排除在外”而错过疫情信息，大陆没有及时准确
通报疫情等，打着“民众健康权益”的幌子喊着

“加入世卫”，借疫谋“独”行径令人齿冷。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组织，其成员必
须是联合国会员国，即是主权国家。台湾地区作为
中国的一部分，原本就无资格加入。过去马英九执
政时台湾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是两岸在“九
二共识”基础上透过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
当局既然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
前提条件就不复存在，特殊安排也就难以为继。但
民进党当局不思反省，反而硬拗“大陆打压”，总是
借机碰瓷“一哭二闹三上吊”。

其实，根据大陆的安排，台湾一直可通过两岸
交流渠道与 《国际卫生条例》 有关渠道得到相关消
息，台湾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
术会议，有需要时世界卫生专家也可以赴台湾进行
考察或提供援助，台湾不会错过任何疫情信息。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陆以对台胞健康福祉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高密度地向台方通报传递
疫情情况和相关科研数据资料，可谓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却仍遭民进党当局无理攻击。

民进党当局一边诬称民众健康权益受损，一边
又自夸防疫工作干得漂亮“世界第一”，两个自相矛
盾的说辞，竟然都可以用来为所谓台湾“加入世
卫”服务，也算奇事一桩。一些西方媒体不顾职业
操守跟着起哄，让西方新闻界长期标榜的“新闻自
由”“客观中立”又一次露了底。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12 日上
午，首都各界人士会聚北京中山公园
中山堂，举行简短而庄严的仪式，纪
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95 周年，深切缅怀
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上午 10时 30分，参加仪式的各界
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塑像前肃立默哀并
三鞠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
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政
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
员会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全国政
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
邦，以及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
统战部、民革中央、北京市等方面负
责同志出席仪式。

本报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申
琳） 3 月 12 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
日，当天上午，江苏省及南京市各界
人士前往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纪念
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

上 午 9 时 ， 江 苏 省 人 大 、 省 政
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南京市各
界人士一起登上陵顶祭堂，在孙中山
先生坐像前列队肃立，行鞠躬礼。随
后，江苏省及南京市人大、政府、政
协，江苏省委统战部、南京市委统战
部，以及民革江苏省委、民革南京市
委等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坐像敬献花
篮。各界人士绕灵寝一周，深切缅怀
孙中山先生的不朽业绩，期盼祖国和
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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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批美“人权报告”涉台内容

无中生有 恶意中伤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柴逸扉） 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日

发表“201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其中提到大陆企图以商业压力
“操控”台湾媒体，还对台湾记者采访采取限制手段，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 12 日应询表示，关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报告，
外交部已表明严正立场。报告涉及两岸新闻交流的内容完全是
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恶意中伤。

朱凤莲指出，两岸新闻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弘
扬中华文化的桥梁与纽带，是两岸同胞之间的事。我们一直并
将继续积极支持两岸媒体开展交流合作，为台湾记者在大陆采
访提供工作便利。美国国务院这一报告中充满违背基本事实和
常识的谎言，充满政治偏见，恰恰暴露了一些美国政客不可告
人、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择手段限制两岸媒体交流，大
肆恫吓、打压持不同立场的台湾媒体，并勾结西方反华势力炮
制所谓“大陆操控台湾媒体”的谣言。美方充当民进党当局的
帮凶，令人不齿。

西媒炒作台“抗疫经验”打啥算盘
王 平

日 月 谈日 月 谈

战“疫”有我 温暖延续
雷 蕾

按照云南援鄂医疗队咸宁前线指挥部部署的轮休计划，第二批136名医
疗队员日前开始就地轮休。图为在咸宁市体育中心，云南医疗队轮休队员在
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 杨 峥摄 （人民视觉）

按照云南援鄂医疗队咸宁前线指挥部部署的轮休计划，第二批136名医
疗队员日前开始就地轮休。图为在咸宁市体育中心，云南医疗队轮休队员在
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 杨 峥摄 （人民视觉）

疫情期间，康师傅私房牛肉面上海虹桥四店，每天为虹桥派出所和虹桥
区团委供餐60份。图为工作人员正在精心准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