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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10月5日电
记者 李雄鹰

黄甦，1908 年出生于佛山市
禅城区一个粤剧艺人家庭。早年
在香港做工，积极投身工人运
动。1925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他
走街串巷，动员群众参加罢工斗
争。罢工开始后，任纠察队第九
支队队长。他率领队员巡逻海
岸，封锁港口，缉拿私运，严惩
走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
了锻炼和考验。同年 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任模范纠察队队长。

1927年 12月，黄甦参加广州
起义，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队长，
带队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1930
年 12 月，黄甦奉命离开香港到闽
西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

闽西新红12军政委、第34师政委、
第 1 军团第 1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
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1934
年 9 月任红 8 军团政治委员兼 21
师政治委员。后率部参加长征。
1935年 1月复任红 1军团第 1师政
治委员，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强
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
大渡河和策应第2师4团夺占泸定
桥等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胜利完
成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 年 9 月，红一、三军团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
甦先后任陕甘支队 2大队政委、5
大队政委。11 月 7 日，红一方面
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后，立即组织反击国民党军队对
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决定于
11 月 20 日在直罗镇发起歼灭战。
11月21日拂晓，黄甦率部队向敌
军重兵踞守的要害部位猛烈进
攻，敌军踞要地顽抗，双方逐山
进行争夺，黄甦在率部夺取山头
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红军虎将——黄甦

新华社北京 10月 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日就美领导人
无端指责中国表示，美方有关讲话
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
有。

有记者问：美国副总统彭斯
10月4日晚在智库发表讲话，声称
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对中国
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请问你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有关讲话对中国的
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诬蔑
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
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华春莹指出，中国人民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自信。历史和
现实已经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
成功之路。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
权。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主要
靠全体中国人民自身的辛勤努力，

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同世界各国的互
利合作，但绝非来自别人的施舍和
恩赐。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
移地走下去，取得更大成就。任何人
想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

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
发展道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外交活动受
到各国普遍欢迎，我们的朋友遍天
下。中国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
价发展自己，同时坚定捍卫自己的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方把中美
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说成是中方干
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
们也根本没有兴趣去干涉美国的内
政和选举。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
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

益，国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楚。任何
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

华春莹说，中国的对美政策是
一贯、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
一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敦促美方
纠正错误，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
和诋毁，停止损害中方利益和中美
关系，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月 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日就美国领导
人在涉台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答
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副总统彭斯
10 月 4 日讲话中还就台湾、南海、
人权和宗教等问题对中方进行无端
指责、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华春莹回答说，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美方根本没有资格对有关国
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方发

展关系说三道四。“台独”势力及
其分裂活动是对台海和平稳定最大
的威胁。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与中
方一道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
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在南沙自己的领土上建设必要
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国际法赋予主
权国家的自保权、自卫权，与“军
事化”无关。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挑
事生非、制造紧张，尊重有关当事
方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

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保护和促进人权。中国各族人民
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中
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
有发言权。奉劝美方好好照照镜
子，多反省反省自己国内存在的人
权问题，而不是利用人权和宗教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

彭斯声称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我外交部：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10月4日，在哈萨克斯坦杰兹
卡兹甘市附近，运载 3名宇航员的

“联盟MS－08”飞船返回舱着陆。
俄罗斯“联盟 MS－08”飞船

4 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着陆，
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半年多的俄美
3 名宇航员搭乘飞船安全返回地
球。

（新华社/法新）

俄美宇航员搭乘“联盟MS－08”飞船返回地球

新华社特稿
郑昊宁

俄罗斯国防部 4 日说，美国军
方在格鲁吉亚运营一所研究中心，
疑似打着公共卫生研究的幌子试验
生物武器。

美国白宫一名发言人当天晚些
时候作回应，指认俄方言论不实，意
在转移外界对俄方“恶意行为”的注
意力。

“邪恶活动”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
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说，美方在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郊区运营

“理查德·G·卢格公共卫生研究中
心”，实为从事“邪恶活动”。

根据俄国防部 4日发布的新闻
公报，基里洛夫说，格鲁吉亚前国家
安全局局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提
供的资料显示，这处研究设施不像

书面文件所列那样受到格方资助，
而是由美方资助。

按照基里洛夫的说法，美方“极
有可能”以研究做幌子，绕过一些国
际公约的限制，提升美方生物武器
潜力。

格奥尔加泽的资料显示，2015
年至2016年，73名志愿者在一项新
型药物试验中死亡。俄方推断，短时
间内如此多志愿者死亡，显示卢格
研究中心用人代替动物，做新型“剧
毒、高致命化学或生物制剂”试验。

俄方同时认定，这所研究中心
关联俄罗斯南部出现的多种非典型
传染性疾病，包括非洲猪瘟疫和克
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疫情。

另外，格奥尔加泽的资料显示多
项美方专利，包括一种可以在空中散
布受感染昆虫的无人驾驶飞机。

基里洛夫说，美方正加大力度，
收集俄罗斯各地居民的基因样本，
不清楚美方这样做的目的。

同一天，德国和法国 5 名科学

家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警告美
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一项增强
农作物基因的研究可能用于发展生
物武器。

这一项目名为“昆虫联盟”，公
开目的是利用昆虫传播改变农作物
基因的病毒。按照论文的说法，这一
项目给美国农业带来的好处“似乎
非常有限”，却“可能广泛视为出于
敌对意图研发生物制剂及其载体”，

“如果真是这样，将违反《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

“纯属想象”

按照俄方的说法，美方在靠近
俄罗斯的地区设立多处研究设施，
卢格研究中心是其中一处；它们的
位置分布并非偶然，对俄罗斯构成
生物威胁。

基里洛夫说，美方是《生物及毒
素武器公约》缔约国，上述做法违反
这一公约。

针对俄方的说法，美国国防部
发言人埃里克·帕洪说，这是针对西
方的不实宣传，“纯属编造、想象”，
美方没有在卢格研究中心发展生物
武器。

按照他的说法，卢格研究中心
隶属格鲁吉亚国家疾病控制和公共
卫生中心，由格方运营、而非美方，
主要职能包括保护民众免受生物威
胁、提高公众和动物健康、监测流行
病。

在帕洪看来，俄方提出“秘密生
物武器研究中心”一说，是试图转移
外界对俄多种“恶意行为”的注意
力。

美国司法部 4 日宣布起诉 7 名
俄罗斯军方情报官员，指认他们发
起一系列网络攻击。当天早些时候，
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加拿大同样
指认俄方发起网络攻击。

俄方否认那些指控。俄罗斯外
交部认定，西方国家“间谍妄想症”
越来越严重。

美以研究做幌子在格鲁吉亚试验生物武器

据新华社首尔10月5日电（记
者耿学鹏 陆睿）韩国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 5日对前总统李明博涉嫌贪
污受贿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李
明博 15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30
亿韩元（约合7897万元人民币）。

当天庭审面向韩国全国电视直

播，李明博以“身体原因”为由没有
出席。

李明博生于 1941年，2008年至
2013 年任韩国总统。一审获刑后，
他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
后韩国第四名遭刑事定罪的前总
统。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
因贪腐被判15年有期徒刑

左图：这是 2018 年 3 月 14 日在韩国首尔拍摄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
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特稿
惠晓霜

美国白宫 4 日发布反恐安全
战略，定出六大目标，包括急剧
削弱“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本土
和境外目标的能力；切断“恐怖
分子”获得资助的渠道；强化国
际反恐合作。

这 是 2011 年 以 来 以 及 唐 纳
德·特朗普就任总统至今白宫首
次发布反恐战略。相比上一次，
新版反恐战略加大了对伊朗的

“火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博尔顿当天在白宫发布新
版反恐安全战略。

白宫在声明中说，新战略汲
取先前反恐行动的经验教训，为
强化美国国家安全提供“新路
径”。博尔顿说，它“更注重保护
本土、预防袭击和一旦遭袭击，
减轻损失”。

新战略确定六大目标：急剧
削弱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海外
重要美国目标发动袭击的能力；
切断恐怖分子依赖的力量和支持
源头；削弱恐怖分子在美国本土
传播极端思想、招募人员和煽动
暴力的能力；确保恐怖分子不能
获取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
其他先进武器；防备和使美国人
在本土免受恐怖袭击；美国公
共、私营部门和外国伙伴在预防
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
为达成上述目标，新战略制

定多种策略，包括对恐怖威胁追
根溯源；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和
物资来源；保护美国基础设施、
加强防范；打击恐怖分子传播极
端思想和招募人员的活动；利用
现代化手段、整合更多部门反
恐；强化国际伙伴的反恐能力。

新战略注重“美国优先”，符
合特朗普提出的主张，强调加强
边境和入境口岸安全、保护要害
基础设施。

白宫新版反恐战略把宗教极
端主义者组成的恐怖组织列为

“头号敌人”，同时提升了伊朗的
“地位”。

新战略 10次提到伊朗，开篇
称伊方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头号
国家”，指认伊方支持多个“恐怖
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
斯。按照博尔顿的说法，伊朗是

“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央银行”。
路透社报道，新版反恐战略

突出伊朗，显现特朗普试图遏制
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弹道导
弹研发和“支恐”并以制裁迫使
伊方重回谈判桌的策略。

美国政府定于 11月启动第二
批对伊制裁措施，制裁对象包括
伊朗能源业。博尔顿说，以制裁
国际买家方式，美方目标是使伊
方原油、天然气和凝析油出口

“降至零”。

美出新反恐战略
加大了对伊朗的“火力”

新华社奥斯陆 10 月 5 日电
（记者梁有昶 张淑惠） 挪威诺贝
尔委员会 5 日宣布，将 2018 年诺
贝尔和平奖授予刚果 （金） 妇科
医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
活动人士纳迪娅·穆拉德，以表
彰他们为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
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贝丽
特·赖斯－安德森在宣读该委员
会的决定时说，两名获奖者通过
各自不同的方式使人们对战争期

间的性暴力行为有更清楚的认
识，从而使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两名获奖者在
打击此类战争罪行方面做出了关
键性的贡献。

现年 63岁的穆奎格长期致力
于帮助刚果 （金） 内战期间的性
暴力受害者。现年 25岁的穆拉德
是伊拉克雅兹迪教徒，曾在 2014
年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
为性奴隶达 3 个月时间，逃脱后
致力于公开揭露极端组织的罪行。

两名反性暴力人士
获得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