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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防部就中美两军关系、疫苗援助等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不怕
人权不是口号

更不是向别国施压的工具

我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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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记者 徐剑
梅 邓仙来）美国总统拜登24日在白宫宣布，
授权副总统哈里斯领导处理美国和墨西哥边
境非法移民问题。

拜登说，哈里斯将代表他，且毋需和他商
量即可直接开展相关工作。拜登还将非法移
民潮归咎于美国上届政府的移民政策，并表
示“有责任以人道主义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哈里斯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在美国和墨西

哥边境面临“巨大问题”，这一问题不会在一夜
之间得到解决。美国需要从导致非法移民长
途跋涉涌向美墨边境的根源上解决问题。

白宫官员说，哈里斯将“双管齐下”，近期
重点是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保障美墨边
境安全。哈里斯还将代表美国政府与墨西哥
及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
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据报道，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墨

西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16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数
量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美方驱逐了大多数
单身成年非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家庭，但不会
驱逐无人陪伴的非法移民儿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今年2
月，美国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逮捕或驱逐了逾
10万名非法移民，为2019年以来单月最高。

据新华社首尔3月25日电（记者 杜
白羽 陆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联参）25
日表示，朝鲜当天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不
明飞行器。

联参目前正在分析该飞行器的参数和
射程。韩军部分人士推测，朝鲜发射的可
能是弹道导弹。

据韩联社报道，如果是弹道导弹，
即是朝鲜自称去年 3月 29 日从江原道
元山发射“超大型火箭炮”后，时隔近一
年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无论
射程长短，均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制
裁决议。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上
午7时6分和7时23分，朝鲜自朝鲜半岛
东部地区向日本海方向各发射一枚弹道导
弹，据推测这两枚导弹均为短距离弹道导
弹，两枚导弹分别飞行约420公里和约
430公里，落入朝鲜东部海域。

日本首相菅义伟、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和防卫大臣岸信夫等25日上午紧急召开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分析信息并讨论今后
对策。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3月24日电（记者
石中玉）塞尔维亚全国24日举行多场活动，
悼念22年前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遇难者。

主要纪念仪式于当地时间24日20时在首
都贝尔格莱德一座礼堂内举行。出于防控新
冠疫情考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政府代表
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家属等未到场参加。

武契奇在纪念仪式上说，北约在没有得

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
发动袭击，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和侵略行为”。

他说，塞尔维亚人民眼含泪水地回想起
当时如何与那些残忍且傲慢的国家抗争，回
想起“我们如何失去了父亲、爱人和孩子”。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已经重新获得力
量和尊严，不再是过去遭受苦难的国家。他
说，塞尔维亚正努力和北约成员国重建关系，
但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所发生的事。

1999年3月24日19时58分，北约在没
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对当
时的南联盟进行轰炸。长达78天的轰炸致
使超过3500人遇难、约1.25万人受伤，造成
至少3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2003年2月，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
黑山（塞黑）。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
立；同月5日，塞尔维亚宣布继承塞黑国际法
主体地位，成为独立国家。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 梅常
伟）“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
不怕；中国不想‘威胁’谁，但谁的‘威胁’也
没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5日表
示，中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有自主选择道
路的自由，也有防御自卫的能力，更有维护
自身正当权益的要求。

任国强是在回答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列
为“首要挑战”有关问题时，作出上述表态
的。当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中美
两军关系、疫苗援助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针对美方有关言论，任国强说，这些言

论充满冷战思维，美方这种制造敌人、渲染
威胁的“套路”，其实就是为了继续称霸争
霸找借口，反映了美方顽固的霸权心态、奉
行的丛林法则及危险的对华误判，既不符
合事实，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共同
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

不怕；中国不想‘威胁’谁，但谁的‘威胁’也
没用。”任国强说，中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
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自由，也有防御自卫的
能力，更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要求。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

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中国军

队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能力始终都在。”任国强说。
任国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坚持以自身的发
展壮大推动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
军队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军事关系，参与全球
安全治理，持续提供国际维和、远海护航、国
际抗疫物资等公共安全产品，为捍卫国家利
益、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作出新贡献。
“历史证明，霸权主义早该被丢进垃圾

堆；事实也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
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任国强说，希望美
方能够认清形势，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
发展，正确处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与中方相
向而行，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
管控分歧，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

中国军队疫苗援助得到国际社会
高度认可和广泛欢迎
任国强介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并战

胜疫情的重要手段，是当前国际社会抗疫合
作的重要内容。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
解放军近期向巴基斯坦、柬埔寨、蒙古国、菲
律宾等国军队提供疫苗援助。
“这是中方履行国际责任义务、推动疫苗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不是为了谋求
地缘政治目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得到了
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广泛欢迎。”任国强说，受
援国政府和军队官员通过致信、致电、外交通
报、公开发声等多种形式向中方表达感谢。

任国强表示，助力全球战疫，展现的是新
时代中国军队的大国担当。下一步，将继续
与各国军队携手抗疫，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
务实合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中方将赴俄参加“萨彦岭行军”雪
地作战行军比赛

任国强说，应俄罗斯国防部邀请，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将于4月4日至20日派出参赛
队赴俄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框架下的
“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赛项目。这是
中方首次参加这项比赛。

根据计划，今年中国军队将出国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多项赛事，并在国内承办3项重
要比赛。

055型驱逐舰拉萨舰正式加入中
国海军序列

任国强说，055型驱逐舰拉萨舰，舷号为
102，顺利完成建造和海试工作，已于3月2
日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序列。

这型舰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级驱逐
舰，是中国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
成就，有助于中国海军更好肩负起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
繁荣的神圣使命。

有关国家不要在南海无事生非制
造麻烦

有记者问，近期个别北约国家派遣或者
宣布派遣军舰到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
动，中方对此作何评论。

任国强说，我们密切注意有关动向。当
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
稳定，根本不存在所谓航行自由问题。地区
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看得很清楚，南海面临的
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希望有关国家多为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而不要
无事生非、制造麻烦。
“今日之世界已不是百年前的世界，今日

之中国也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中方一贯尊重
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
由，但坚决反对以此为借口危害沿岸国主权
和安全。”任国强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希望有关国家认清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大势，在共商共建共享中维护共同
利益，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董雪孙楠）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5日在就美方日前涉人权言论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人权不是口号，更不是用来向别国施压的工
具，应该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

华春莹说，美国一些政客以党派政治利益为中心，根
本不在乎普通民众的死活。

她说，美方口口声声说重视个人人权和自由，那么当
美国无端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无数
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关心过这些国家人民
的个人人权和自由吗？当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最富
有、医疗条件最先进的国家，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任
由50多万美国人民失去宝贵的生命，数千万人失去医疗
保险，六分之一美国人、四分之一美国儿童面临饥饿威胁
的时候，他们关心过美国人民的个人人权和自由吗？当
美方纵容种族歧视言论散播，放任警察对有色人种暴力
执法，眼睁睁地看着“弗洛伊德们”无法呼吸，看着亚裔被
歧视、被攻击甚至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关心过这些饱受系
统性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之苦的人民的个人人权和自由
吗？当美国枪支泛滥问题久拖不决，一年超过41500余
人死于枪击的时候，他们关心过这些受害者的个人人权
和自由吗？

华春莹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
议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
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与
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
和世界人民的普遍的愿望和正义的呼声。

外国媒体最近曝光了一组美墨边境临时拘留中心的
照片，显示孩子们拥挤睡在薄毯子上，缺衣少食。批评人
士认为，美政府对待移民非常不人性化，将儿童与父母分
开，并指责美政府不允许媒体进入拘留中心采访，不敢正
视此类人道主义危机。“我也看到了有关照片，的确让人
痛心。”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她援引美国媒体报道说，2020年有21人在美国移民
拘留所中死亡。近几年被美国政府拘留的266000名移
民儿童中，有25000多人被拘留超过100天，近1000人在
难民收容所中度过了一年多时间，多人被拘押超过5年。
“美方要不要彻底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追责？欧方要

不要对美国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华春莹说。

塞尔维亚举行仪式悼念北约轰炸遇难者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孙楠董雪）针对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在南海实施军事化、威胁南海航
行自由等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美方官员这番话再次证明美方在信口开河、随意
扣帽子方面确实给予了自己超级自由。这三顶帽子扣不
到中国头上。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南海“军事化”这顶帽
子扣不到中国头上。在南海岛礁开展建设或者部署必要
武备，中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多的一个，美方不能拿
“军事化”标签剥夺中方对本国领土的自保权和自卫权。
美国近250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在全球拥有
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军费连年排名世界第一，达全球
军费总开支的40%。美国本土距离南海8300多英里，
却在南海周围建立多个部署进攻性武备的军事基地，常
年派航母和战略轰炸机频繁进入南海，并在南海常态化
部署大量军机军舰，甚至冒用他国民航飞机地址码在南
海活动上百次。“要说搞‘军事化’和危害航行自由，这顶
帽子非美国莫属。”

她进一步指出，破坏国际体系规则这顶帽子扣不到中
国头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美国这些年对国际规则合则用，
不合则弃，退了多少群，毁了多少约。当年以一瓶洗衣粉
和一段摆拍视频作为证据，就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主权
国家大打出手，造成无数平民伤亡、无数家庭破散。如今
还动辄挥舞制裁大棒，对其他主权国家实施单边非法制
裁。“破坏国际体系规则这顶帽子，当然非美国莫属。”

华春莹表示，破坏美西方价值观这顶帽子扣不到中
国头上。美国及其盟友全部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
之一左右，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何况美国盟友当中也
并非所有人立场完全一致。美国价值绝不等于国际价
值，美式民主也绝不等于普世民主。如果美方真的尊重
和保护人权，真的以其价值观为荣，真的最民主，那么作
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它怎么能漠视民众生命
权，任由50多万人在不到一年里失去宝贵的生命而无所
作为呢？事实上，破坏美西方价值观的正是美西方自己。

她说，聆听和尊重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在国
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希望美方正确认识自己、认识别
人，摒弃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真正学会基于平等和相互
尊重同他国打交道，真正承担起大国对于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重要责任。

回应美方涉华言论
这三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拜登授权哈里斯领导处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

韩军方称

朝鲜发射两枚不明飞行器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4日18时27
分（北京时间25日6时27分），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30001245例，累
计死亡病例545053例。美国是全
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
数最多的国家。图为行人在美国纽
约时报广场过马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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