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保障人的生命、价值和尊
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
作，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制定并实施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书写下
人权保障的光辉篇章。

守牢民生底线，强化基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权。

面对世纪疫情，“生命至上”的人权价值愈加彰显——
2020年初，党中央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救

援，全面开展医疗救治……几个月时间，疫情防控阻击战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3月以来，强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
株迅速蔓延，我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
摇，将“生命至上”进行到底。

从武汉保卫战到迎战德尔塔、奥密克戎的全链条精准防
控，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所说，“在人与病毒的斗争
中，最高的人权就是人的生命，是健康的生命”。

生存是一切人权的基础，贫穷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
历经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现行标准下摆脱绝对贫困，832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
现、饮食医疗等条件明显改善，消除绝对贫困不仅改写了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史，更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加强平安中国建设，全面开展扫黑
除恶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切实保护群众安全。

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年来，全国群众安全感不断上
升，2020年达98.4%，2021年上半年达98.56%。国际权威民调
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21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中，我国以
93分名列第二。

促进全面发展，增进百姓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发展
促人权，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社会向好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一组数据显示，近些年，城镇新增就业平均在1300万人左

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比2012年增长近八成；
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4亿多人。

与此同时，人民精神生活愈加丰富，旅游、健身成为大众
消费，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取得历史性进步、全方位
跃升。

从公共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到全国5605家博物馆实现免
费开放、占比达90%以上，再到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场馆功能不
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惠均等、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义务教育方面，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义
务教育机会更加均等；高等教育方面，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
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4430万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
化发展阶段。

党和政府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强化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落实
司法责任制、坚决纠正和防范冤错案件，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意识，努力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强生态环境
治理，全面打响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雾霾天气和黑臭水体越来越少，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越来
越多。数据显示，2021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达218个，同比增
加12个；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

水质持续为优，黄河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聚焦特定群体，惠及全体人民

我国切实保障特定群体权利，使他们共享发展成果。
冰雪之上，视障运动员在领滑员引导下向着终点冲锋；精

准计算、相互鼓舞，轮椅冰壶运动员用冰壶描摹“梦”的轨
迹……北京冬残奥会上，中国冬残奥运动员超越自我，向着梦
想不断前进。
“十三五”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

率均超过80%，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各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服务水平愈发加强……8500万残
疾人融入社会的路径更加宽广。

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权利方面，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自主管理权；在宗教信仰方
面，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在语言文字方面，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使用得到法律保障……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积极以自己的民族身份参与国

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
研部青年学者赵泽琳说。

始终倾心呵护，为老人、妇女、儿童撑起守护伞——
“我这手机扫不了健康码，你看政府给我发的这张卡，你能不

能扫我？”“没问题，显示您是绿码，请进。”在与防疫人员简短交谈
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邱玉山老人顺利进入超市购物。
“反向扫码”政策引发全网点赞，暖心的“逆向思维”投射出

消除“数字鸿沟”的决心。
从持续推动兼顾老年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到逐步建立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一项
项扎实举措推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状况持续改善。

以周到的服务托起最美“夕阳红”，以有力的法规制度守护
妇女儿童灿烂笑靥。

目前，我国已建立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
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先后制定实施了3个周期的妇女、儿
童发展纲要，性侵、虐待未成年人、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得
到有力惩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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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根据卫健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立案侦查，对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实际控制人周某某
（男，38岁）、法定代表人武某某（男，37岁）等6人，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日前，针对媒体报道、市民关注的“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
问题，卫健部门已吊销该实验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市场
监管部门已立案查处。

据新华社电 5月21日上午，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研究决定，自2022年5月21日起，将崇明区长兴镇长明
村21队、嘉定区马陆镇康年路261号工地宿舍、嘉定区江桥
镇增建村柴中村民组、闵行区梅陇镇许泾村八组、崇明区长
兴镇新港村15队、闵行区梅陇镇行南村三队，由中风险地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全国首趟陆海新通道

中老铁路“铁路快通”出境班列开行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在21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新
闻发言人介绍，从当前防控需要出发决定进一步从严从紧
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工作，出台四条具体措施。实施时间
为5月22日至5月28日，并根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一是
全面落实重点区域居家办公要求。二是坚持非必要不聚
集。三是降低人员流动性。四是加强社区（村）和公共场所
防疫管理。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0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
人科纳申科夫20日说，俄武装部队已经完全控制马里
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地下设施。

俄罗斯塔斯社20日援引科纳申科夫的话报道说，当
天最后一批共531名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方武装
人员投降。自本月16日以来，共有2439名被围困在亚速
钢铁厂的乌军和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人员投降。

邓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
（定本）的“增订三版题记”中写道：

从写作艺术到语词涵蕴，从隐
婉到寄托，从意象到境界，都置之
不论，对于一本辛词笺注来说，总
是令人遗憾的极大缺陷。这原也
是使我多年以来极感尴尬困窘、经常耿
耿于怀的一个问题。所幸是，在近十多
年内，我从各地的报刊上读到了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华
裔）的许多篇纵论唐宋诗词的文章，其中
包括了论稼轩词的许多篇。其文章议
论皆浑融洒脱，恢闳开廓，曲汇旁通，而
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

邓先生在文中不仅引用了缪钺先
生对于叶先生的高度评价，还大段引
用和推介了叶先生对于“辛词”的著
述。该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
对叶嘉莹教授论辛弃疾词的抄引到此
为止。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
能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
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
是要借此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
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

在我的记忆中，叶先生在1979年第
一次回国讲学以后，与北大中文系的陈
贻焮先生交往比较多。因为当时的叶先
生还不为国内学界所知，国务院外专局
和教育部邀请来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
人到北大讲学，特别是讲授中国古典诗
词，而且还是一位女老师……总之，那种
难以理解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相较于

北大其他老师们而言，陈先生则不同，他对
叶先生既尊重又欣赏。陈先生生前淡泊名
利，待人真诚热情，原住北大校园内的镜春
园82号，后搬至朗润园12公寓102室，但因
患有眼疾而不大出门，可是每当得知叶先生
回到北京，常会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陈先生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现
在北大的葛晓音教授。她在怀念陈先生的
文章《难忘师恩永记师训》中记述：“从1980
年起，陈先生就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
那时他的左眼视力已经很差，我几次看到他
倒茶时打碎杯子，因为看不清桌子的边沿
……”因为葛晓音当时写了《八代诗史》，而
且陈先生又特别喜欢她的儿子，所以每次叶
先生到陈先生家的时候，陈先生都会叫葛晓
音带着孩子来一起见面。有时还会请袁行
霈先生也过来，因为他们三人是“老鼠同
盟”，陈先生与叶先生二人同庚，都是1924
甲子年的老鼠，袁行霈先生也属老鼠，但是
1936丙子年的，比他俩小一轮。

另外，叶先生得知我在写此文时涉
及陈先生，特地打来电话，嘱咐我一定要
将此事写上：她曾写过有关温飞卿的文
章，参考了一本有关《花间集》的书——
《栩庄漫记》，但是叶先生一直都不知道著
者为何人。

15 陈贻焮先生

经过这些劫难后，张伯驹先生
更是将为国家保存文物上升到高于
自己生命的层面。抗战胜利后，溥
仪携至东北的文物又因“满洲国”的
覆灭而流散四方。张伯驹大声疾呼
抢救，但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
1947年，琉璃厂商从东北收来一批文物
送到故宫，故宫却因得不到政府资助而
无力回购，主事者也无卓识，他又不得不
“鬻物举债”，收购了多件即将流失海外
的书画珍品。就这样，他为祖国留下了
大量珍宝。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
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即有118件
之多，其中国宝级的文物不在少数。

后来，他的胞妹与前妻等又通过诉
讼要求他分割财产。逼迫之中，他只得
于1953年夏季，将承泽园卖给北大以
还债。其实，卖掉承泽园他是很不情愿
的。北平解放后，他曾应聘任燕京大学
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任教时，
他就常住承泽园。

然而，承泽园还是卖了。自此，张
伯驹先生也就告别了贵公子的生活，进
入北京城的平民行列，但是，他的爱国
情怀并没有降温。

1951年，有一件事引起了张伯驹
的高度关注：经政务院总理周
恩来批示拨款，以49万港元
将流落在香港的《三希堂法
帖》《中秋帖》《伯远帖》购回故
宫。这件事使关注了《三希堂
法帖》十几年的张伯驹欣喜万

分，这不仅因为这件国宝终得回归，还在
于他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正懂得
文物、文化的价值，能够领导中国走向长
治久安。于是，张伯驹、潘素夫妇作出重
大决定：于1956年7月，将自己珍藏了几
十年的八件珍宝无偿捐给文化部，使之重
归故宫，“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从而完成
了这项他坚持了近三十年的文化使命。

这八件国宝是：晋陆机《平复帖》、隋展
子虔《游春园》、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
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
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
頫《草书千字文》。这些国宝都是张先生极
为珍爱的。仅举一例：因为喜爱展子虔的
《游春图》，他曾将承泽园改称“展春园”。

张先生夫妇献宝后，文化部部长沈雁
冰签发了褒奖状，称张伯驹先生“化私为
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当时还要奖励
他20万元，他婉言谢绝。此后，在吉林省
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又将宋杨婕妤《百花

图》、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
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书
画无偿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
并为吉林省博物馆在东北地区收
集了不少流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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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唐明安在村庄里买了些月饼、
水果和香烛，放到车上后继续前
行。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天空中
不时有大雁列成队形，鸣叫着飞
过。农民们开始在地里收获一些
成熟的庄稼和蔬菜，三三两两的民
团队员，背着长枪在田间、地头转悠，说
是保护老百姓秋收，防备土匪抢粮抢
菜，实则是在查看、估算每家每户的收
成，提供给地主豪绅和官府，作为他们
巧取豪夺老百姓的凭据。“一年到头累
死累活，好容易到秋天收点粮食、蔬菜，
大部分却都让地主豪绅和官府抢走了，
老百姓苦啊！”唐明安感慨地说。“所以
我们得打倒这个政府，还老百姓一个幸
福生活。”稷世恒接着唐明安的话说。

突然，一个民团队员看到唐明安的
马车，凑过来找茬儿：“喂！这辆马车停
住，我们要检查！”歪戴瓜皮帽的民团队
员走到马车旁，用手推推躺在车上装睡
的稷世恒：“老爷子，你去哪儿呀？”稷世
恒睁开两眼，冲着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哎，我问你话呢，冲我笑什么？”民团队
员要发火。“大哥、大哥，我舅舅他耳朵
背，你说什么他听不见，所以他只能冲着
你笑。”唐明安机警地接过话说。“那你告
诉我，你们要去哪里？”唐明安说：“我舅
舅病了，我带着他去蓟县盘山天成寺敬
香，求神佛保佑老人家早日康复。”民团
队员从怀里掏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
布告，指着上面的照片问：“在路上看到
过这种长相的人吗？”唐明安看看布告上

稷世恒的照片，连连摇头。民团队员看看
唐明安，又看看稷世恒，把车上的月饼和水
果都抓在了手中，奸笑着说：“这些月饼和
水果，就算孝敬我们民团了，快滚吧！”唐明
安假装生气，嘟嘟囔囔地赶着马车走了。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莲花岭镇，这里离

盘山只有五六里路程了。为了把去天成寺
敬佛的戏演得真实，唐明安又买了一些月
饼和水果放在车上，把藏在干草底下的两
把手枪，放到给马装草料的麻袋里，两个人
草草吃了午饭继续赶路。
莲花岭通往盘山的路上，男女老少、

车马人流，都是去盘山各寺院烧香敬佛
的。相传盘山始记于汉，兴于唐，盛于清，
佛家文化与皇家文化共融，历史上曾建有
72座寺庙。天成寺就是唐代留下来的寺
院。清朝时，又有乾隆皇帝替身僧人云海
法师在此居住，因此，天成寺在盘山众寺
庙中占有重要法位。每逢初一、十五，远
近前来敬香祈福、拜佛许愿的人络绎不
绝，连续三五天不间断。走不多时，人流
车马的速度慢了下来，唐明安知道是因为
前方卡口检查而造成的行路不畅，他让马
车放慢了速度。临近卡口时，稷世恒想看
看外面的情况，从车上坐起身来，可是刚
坐起来，立刻就又躺了下去。

人民出版社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上海

六地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

北京

出台四措施加强疫情防控
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被立案侦查

5月21日，重庆海关工作人员在全国首趟陆海新通道中

老铁路“铁路快通”出境班列发车前进行检查。

“铁路快通”即“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式。运用“铁路

快通”模式通关，能节约通关时间24小时，缩短整体运行时间

1—2天。 新华社发

人民至上的人权实践
——新时代我国人权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题：人民至上的人
权实践——新时代我国人权保障取得历史性
成就

5月21日，工

人在苏州一家电梯

生产车间里忙碌。

虽是周末，在制造

业重镇苏州，电梯

企业车间内一派

繁忙。 新华社发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已完全控制亚速钢铁厂

据新华社堪培拉5月21日电 澳大利亚现任总理
莫里森21日晚宣布，由他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
联盟在当天举行的2022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败选，他祝
贺反对党工党党首阿尔巴内塞获胜，并表示自己将辞
去自由党党首职务。

全部选区投票结果目前尚未统计完毕。分析人士
依据澳选举委员会网站21日晚实时更新的结果预测，
处于领先的工党已接近获得独立执政所需的76个众
议院议席，而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目前所获席位
不足60个。

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宣布

联邦议会选举中败选

俄罗斯“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科
研人员研制出了一种自动操作的检测试剂盒，可用于检
测包括猴痘病毒在内的正痘病毒。针对该检测盒的实
验室测试已顺利完成。

俄研发猴痘病毒检测盒

世卫组织

多国发现猴痘病例属“非典型”

世界卫生组织20日表示，近期该组织已接到多个国
家报告累计约80例猴痘病例，另有50例病例待确认。在
多个非猴痘流行的国家发现猴痘病例属于“非典型”情况。

世卫组织20日召开专家和技术咨询小组会议，讨
论全球猴痘相关信息及其应对，并在其网站上发表声
明表示，猴痘一般在一些国家的某些动物种群中流行，
偶尔导致当地居民和旅行者感染。近期有11个国家
发现猴痘病例是“非典型的”，因为这些病例都发生在
非猴痘流行的国家。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其病原体猴痘病

毒是一种DNA（脱氧核糖核酸）病毒，属于痘病毒科正

痘病毒属，与在人类历史上曾肆虐数千年的天花病毒

是“近亲”。猴痘病毒于1958年被首次发现，当时一组

用于研究的猴子中出现“痘状”传染病，因此得名。自

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人类彻底消灭天花以来，猴

痘病毒已成为对公共卫生影响最大的正痘病毒。

世卫组织网站19日更新资料显示，尽管猴痘病毒

在猴子体内首次被确认，但啮齿动物最有可能是其天

然宿主。在非洲，已发现松鼠、冈比亚鼠、不同种类的

猴子等动物都可能感染猴痘病毒。 综合新华社电

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5月20日，载着乌克兰武装人员的巴士抵达俄军

控制的奥列尼夫卡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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