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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目标要求，深切感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

力，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鄂尔

多斯应用技术学院与康巴什区委、政府

及市文联联合举办“学百年党史 聚奋

进力量”庆祝建党100周年百人百米书

法长卷献礼活动。学院党委副书记、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秦闻苹出席活动并讲话，学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少东，党委委员、

副院长刘建，百名书法家及市文联、康巴

什区委相关领导出席活动，该院师生及

社会各界群众500余人参加了活动。

秦闻苹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我们用百人百米长卷书写

党的百年历史，抒发爱党情怀，弘扬和

传承中华传统书法艺术，不仅发挥了书

法艺术“文以载道”“以艺弘道”的重要

功能，更是创新学习方式，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希

望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书法工作者

把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

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反映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精神，

用书法家特有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

作彰显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希望书

法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

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始终牢记肩头的

社会责任，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中体

会真实情感，从国家蓬勃发展的伟大进

程中获得创作激情，为广大群众奉献更

好更多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

活动现场，翰墨飘香。书法工作者

们专注挥洒笔墨，歌颂党的诗词、名句

体裁多样、内涵丰富，行书、楷书、隶书、

草书样样俱全。有的行云流水，有的高

韵深情。一幅幅作品，字体或大气、或

清秀、或刚健，展现了书法家们深厚的

书法功力和对党的崇敬之情、感恩之

意。现场师生和社会各界群众纷纷表

示，深受启迪，备受教育，上了一堂别具

一格的党史学习大课。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党委宣传
部 靖治）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翰墨飘香学党史

挥毫赞盛世。

泼墨颂党恩。

多部门联合举办“学百年
党史 聚奋进力量”活动。

□新华社记者 吴丹妮 马哈茂德·富利
李碧念

从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到参加第
二届北京人权论坛等活动的工作照，在
埃及前驻华大使贾拉勒在开罗的家中，
一幅幅他在中国任职期间的照片迅速
拉近了这位资深外交官与新华社记者
的距离。

“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我很
怀念在中国工作的日子。”78岁的贾拉
勒拿起照片，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他反复强调：“是中
国共产党使中国摆脱了外国压迫和贫
穷落后，成为今天这样繁荣发展的东方
大国。”

1998 年到 2003 年，贾拉勒赴中
国担任埃及驻华大使。任职期间与
许多中共党员交流交往，让他对中国
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贾拉勒
发现，“认真、实干、勤奋是中共党员
的共同品质”。“我想这就是中国能够
消除绝对贫困，以及有效控制新冠疫
情的原因之一。”

贾拉勒用“卓有成就”描述中国共
产党。他认为，百年来中国从过去积贫
积弱到如今崛起东方，都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一路向前，实现了政治、经济、
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

贾拉勒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
想、执政方略在不断完善、创新。从改
革开放到“一带一路”倡议再到“十四
五”规划，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
政党求新求发展的特质。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令中国与多国建立了双赢的伙伴关
系。”贾拉勒一边从书柜中拿出阿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边说，这个倡议
为非洲和埃及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的文明发展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
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

贾拉勒拿出了他在中埃建交六十

周年之际撰写的《埃及中国关系六十
年》一书。他说，同样拥有古老文明
的埃及和中国的关系将在未来更加
牢固。

贾拉勒认为，因为遭受过民族苦
难，所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根植在中
国人心中，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理念之一。

贾拉勒还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
持续正风肃纪印象深刻。他说，“有功
必奖、有错必惩”，这是中共非常重要的
治党原则。

“祝愿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取
得更大成就，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继续提高，希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继
续推动全球经济向前迈进。”贾拉勒
说。 （新华社开罗5月24日电）

“认真、实干、勤奋，是中共党员的共同品质”
——访埃及前驻华大使贾拉勒 □新华社记者 朱绍斌

近日，非洲经济体融资峰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非洲和平与安
全议题的高级别会议相继举行。在这些重要国际场合，中国为非洲
面临的疫情、安全形势等多重挑战呼吁支持并提出一系列倡议，中
方的主张深刻印证中国对非“真实亲诚”理念，彰显中方对推动中非
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与诚意。

当前，许多非洲国家和平安全形势面临复杂挑战，新冠疫情也
助长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奉行疫苗“民族主义”
和“保护主义”，导致非洲面临严重疫苗短缺。联合国数据显示，在
全球迄今注射的 14 亿剂新冠疫苗中，非洲地区注射的疫苗只有
2400万剂，疫苗接种人口覆盖率不到1.5%。

为帮助非洲应对诸多迫切需要纾解的“痛点”“难点”，中方提出
系列主张和倡议。在非洲经济体融资峰会上，中方提出缓解非洲债
务压力、促进非洲经济复苏、推动非洲增长转型和促进对非疫苗公
平分配等四方面倡议。在中国倡议下举行的安理会关于非洲和平
与安全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又提出助力非洲弥合“抗疫鸿
沟”、破解“和平赤字”、缩小“发展差距”和纠正“治理不公”等四方面
建议。面对世纪疫情，中非双方还共同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
议”，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疫情、疫后重建、贸易投资、债务缓减等领
域加大对非洲支持力度。

中国一系列主张和倡议切中非洲实际需要，为推动国际社会帮
助非洲应对挑战提供了切实路径。非洲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方倡
议，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对非中关系的重视，体
现了中国继续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走出困境的决心。

帮助非洲应对“痛点”“难点”，中国不仅有倡议，更有行动。在
支持抗疫、减缓债务、维护和平等方面，中国始终坚定践行对非洲伙
伴的诺言。数据显示，中国常驻非洲的 46 支医疗队在第一时间投
入当地抗疫，15 支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以及紧急建立的 43 个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和物资，中国已
经并正在向 30 多个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亟需的新冠疫苗；全面
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 16 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
缓债共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 15个非洲国家 2020年底到
期的无息贷款；迄今已派出 37 批次军舰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2043名中国维和人员为非洲的和平日夜值守……

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
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始终是非洲抗
击疫情的坚定支持者、非洲发展振兴的积极参与者、非洲和平稳定
的有力维护者，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变得愈加紧密。

（新华社内罗毕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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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24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张军24日主
持召开安理会维和人员
安全问题公开辩论会。
安理会成员协商一致通
过中国起草的主席声明，
反映了新形势下安理会
关于增进维和人员安全
问题的新共识。

声明表示，安理会对
维和人员面临的安全威
胁深表关切，赞赏联合国
秘书长将维和人员安全
作为“为维和而行动+”倡
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意
到有关国家成立了联合
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
组。鼓励为维和人员接
种新冠疫苗，欢迎会员国
为此提供的支持。谴责
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要
求维和行动东道国进行
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
法。要求联合国秘书长
就维和行动应对简易爆
炸装置威胁进行独立战
略审查，并向安理会提交
报告。

声明表示，安理会鼓
励出兵国、出警国和维和
特派团利用新技术保障维
和人员安全。要加强维和
行动的信息收集、态势感
知和医疗保障能力。维和
行动要具备保护人员安全
所需要的资源、装备和能
力。联合国要加强同非盟
等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支
持非盟采取行动保护维和
人员安全。要求联合国秘
书长将维和人员安全问题
纳入每个维和行动的报告
机制。

当前，联合国维和人
员面临的安全风险显著
上升，今年以来已有50余
名维和人员牺牲在工作
岗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中国推动安理会

通过的主席声明聚焦当前维和人员
面临的突出安全挑战，提出具有很强
针对性的务实举措，是安理会继去年
通过中国提出的第2518号决议后，在
增进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方面达成
的又一重要文件。

张军在会上表示，相信通过今天
的会议，国际社会对维和人员面临的
安全风险以及各方应该采取的举措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方感谢安
理会成员在磋商过程中的建设性参
与，期待同各方继续共同努力，更好
发挥维和行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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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5月24日电 （记
者 邢建桥）巴马科消息：据马里媒体24
日报道，马里过渡总统巴·恩多和过渡总
理莫克塔·瓦内当天被军人带至首都巴马
科附近一处军营，以商讨新一届过渡政府
成员名单。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证
实，瓦内当天被军人“强行”带走。

据马里最大的门户网站“马里信
息网”报道，恩多当天签署总统令，宣
布新一届过渡政府组成名单。新过渡
政府仍由25名部长组成，其中包括5
名女性，但前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成
员萨迪奥·卡马拉和莫迪博·科内没有
进入名单。随后，恩多和瓦内被军人
带至距巴马科约15公里的库利科罗
地区卡蒂镇一处军营，就新一届过渡
政府名单进行“沟通”。

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说，瓦
内当天被军人“强行”带走，军方要求
恩多免去瓦内的过渡总理职务，但遭
到拒绝。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
团（马里稳定团）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西共体）24日晚发表联合声明，对
马里过渡总统和过渡总理“被捕”表示
强烈关切，要求有关方面立即无条件

“释放”两人。马里稳定团和西共体同
时强调，马里有关各方应立刻恢复并
按期完成马里政治过渡进程。西共体
表示，将于25日派代表团赴马里斡旋。

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人哗变，总
统凯塔和一批政府官员被扣押，凯塔随
后宣布辞去一切职务，解散马里国民
议会和政府。同年9月，由哗变军人成
立的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宣布，前国
防和退伍军人部长恩多被任命为过渡
总统，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主席阿西
米·戈伊塔被任命为过渡副总统。恩
多同月宣誓就任过渡总统，正式开启
18个月的马里政治过渡期。

本月14日，恩多接受了瓦内领导的
过渡政府的辞呈，随即再次任命瓦内为过
渡总理，负责组建新一届过渡政府。分析
人士认为，此次政府改组旨在成立一个更
加具有“包容性”的过渡政府，以解决马里
正在面临的社会危机。

马里过渡总统和总理被军人带至军营

新华社圣地亚哥 5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笑然）智利先进医疗系统投
资公司、智利大学等机构24日与中国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康泰生物”）举行云签约仪式，就康泰
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智利进行Ⅲ期临
床试验及产品采购达成一致。

智利亚太事务特使、前总统弗
雷，智利外交部副部长亚涅斯以及中
国驻智利使馆、智利驻华使馆等机构
的代表出席了签约仪式。

康泰生物方面在签约仪式上表
示，希望此次合作既能推动康泰生物
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助力其作为
公共产品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供应，同时也希望在疫苗研发领域
打造国际产学研合作典范。

康泰生物14日发布公告称，该公
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已获批在中国紧
急使用。目前，康泰生物已在全球多
个国家启动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
相关工作。

康泰生物与智利签
署新冠疫苗Ⅲ期临
床试验合作协议

新华社日内瓦 5月 24日电 第
74届世界卫生大会24日开幕。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大会开幕式
上谈及全球新冠疫情形势时说，截至
目前，尚未出现能严重破坏现有疫苗、
诊断或疗法有效性的变异新冠病毒。

根据世卫组织每周疫情通报，目
前该组织列出的需要关注的变异新冠
病毒包括：最早在英国报告的B.1.1.7、
最早在南非报告的B.1.351、最早在巴
西报告的P.1以及最早在印度报告的
B.1.617。

谭德塞说，虽然目前出现的这些
变异病毒尚未对在用新冠疫苗等构成
实质威胁，但并不能保证会一直如
此。新冠病毒一直在不断变化，未来
出现的某些变化也许会使目前的抗疫
工具失效，让我们“回到原点”。“除非
病毒传播在每一个国家都得到控制，
否则疫情不会结束”。

谭德塞说，新冠疫情肆虐已近一

年半，现在全球仍处于“非常危险的境
况”。2021年迄今报告的新冠确诊病
例数超过 2020 年全年报告的病例
数。依照目前趋势，在接下来约3周
内，今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也将超过
去年全年的死亡病例数。

“不管疫苗接种率是高是低，目前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自己已摆脱困
境。”谭德塞说。

据世卫组织估计，在抗击新冠疫
情的过程中，迄今全球已至少有11.5
万名医护人员丧生。谭德塞呼吁国际
社会通力协作，优先为各国医护人员
和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
苗。

谭德塞还说，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能发挥
协调作用，但目前接收到的疫苗数量严
重不足。世卫组织成员、疫苗生产商等
应向COVAX提供更多疫苗，以便中低
收入国家的民众及早接种。

谭德塞：尚未出现对现有疫苗
有实质威胁的变异新冠病毒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5月 2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救援人员转移地铁列车相撞事故伤者。吉隆坡市中心当晚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导
致213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47人伤势较重。 新华社发

5月25日，医务人员在孟加拉国达卡准备给医学院的学生接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孟加拉国卫生部门25日首次组织当地
民众接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首批接种人员约1000人，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各大医学院校的高年级学生。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民众开始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马来西亚首都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逾200人受伤

新华社赫尔辛基5月24日电（记
者 陈静 徐谦）据芬兰国家广播公
司 24日报道，芬兰制药公司Thera-
peutica Borealis最新研发的一种鼻
喷式新冠药剂已获得美国专利与商标
办公室的专利授权。

据报道，这款鼻喷式药剂所含活
性成分有抑肽酶、羟氯喹和伊维菌素
等。该公司称，鼻喷式药剂在三种不
同的细胞机制上发挥作用，可防止新
冠病毒接触到鼻黏膜内细胞，还可防
止病毒逃逸，并能削弱病毒自我复制
的能力，从而达到预防新冠感染并降

低严重患病风险的目的。
公司说，“新药中使用的活性物质

是众所周知的常用药物，但在本发明
中，这些活性物质以新的靶向方式用
于上呼吸道黏膜。有针对性地使用可
减少活性物质的剂量，从而使药物更
安全、更有效”。

新药的主要研发者卡莱尔沃·韦内
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由于鼻喷式药剂作用原理是针对人体而
非病毒，因此变异病毒对其药效影响不
大。他说，这种药物不能代替疫苗，但有
助防止在高风险地区被感染。

芬兰研发鼻喷式新冠药剂获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