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8.6.21
星期四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段
意
茜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英烈档案

高恬波，1898 年生于广东省惠
阳县。17岁考入广州市妇孺产科学
校。1919 年在广东参加五四运动。
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
东省第一个女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高恬波
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成为妇
女部长何香凝的得力助手。1924年
7月，高恬波参加彭湃主持的广州第
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
后，她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奔走于
广东花县等地农村，撒播革命火种，
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冬，为配合国民革命军
北伐，何香凝、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

“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培
训北伐救护人员，高恬波亲自到该
所讲授包扎技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高恬波担任北伐军妇女救护队队
长，带领女救护队员，随军北伐，辗
转湘、鄂、赣三省之间。1926 年 8
月，北伐军进攻汀泗桥的战斗中，她
带队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抢
救伤员，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顽强
地将伤员救下火线，被官兵们称赞
为救护队的“女将军”。

大革命失败后，高恬波按照党
的要求转移到农村坚持革命。1927
年 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回到广
州，组织领导妇女救护伤员。

1929年 12月，由于叛徒出卖，
高恬波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反动军
阀张辉瓒对她威逼利诱，逼她投降，
说出党的秘密。但无论是花言巧
语，还是严刑拷打，高恬波始终横眉
冷对、坚贞不屈。同月，这位铁骨铮
铮的共产党员，英勇就义，牺牲时31
岁。 据新华社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
长沙人。1919 年 7 月考入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加
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
年 11 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
京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
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经
常深入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
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
主义。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
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
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
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
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
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
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
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
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按照
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湖南。

1925年 1月，缪伯英担任中共
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
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
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
中，开展地下工作。

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
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
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
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家人
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
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
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
斗争，直到胜利！”

缪伯英病逝后，她的丈夫何孟
雄将她装殓入棺，灵柩寄存在扬州
会馆。令人扼腕的是，1931年2月，
何孟雄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缪伯英的灵柩和一双儿
女遂不知所踪。 据新华社

高恬波：
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高恬波像（资料照片）。

缪伯英：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

缪伯英像（资料照片）。

英烈档案

单边主义和联合国“不对付”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

授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大力推行“美国优先”，与崇尚多边
主义的联合国机构格格不入。

加尔迪耶里说，特朗普在处理
国际关系时更注重“交易性”以及
能为美国带来何种“利益”。在这
种情况下，美国不会重视旨在推动
人权发展的国际组织。

加尔迪耶里认为，美国“退群”
无疑会进一步拉大其与盟友以及
其他国家的距离，令美国陷入更加
孤立的境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
伊德在第一时间回应称，美国在人
权问题上本应向前迈步，现在却在
退步。

欧盟在声明中说，美国这一举
动有损美国长久以来自诩的“世界
民主旗手”形象。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退群”能上瘾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19日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是
继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后，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群”。

联合国、欧洲联盟和不少人权组织对美方做法表示失望。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对美国这一决定表示遗憾。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退群”出于多重考虑。这一决定是特朗普政
府奉行单边主义的最新体现，表明美国正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可退的群
已经不多了
一言不合就“退群”，美国

这种抬脚走人式的任性和孤家
寡人式的蛮横，不仅严重冲击
国际多边合作体制，也在不断
拉低自身的国家信用。

长期以来，美国屡屡以保
护人权为借口，行干涉他国内
政之实，在人权领域奉行双重
标准。此次“退群”让美国再难
招摇其“人权卫士”大旗，再次
证明了人权议题在华盛顿的工
具性质。美国一再标榜的所谓

“尊重国际准则”，因其“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粗暴方式，越发沦
为一纸空谈。

美国“退群”成瘾，是“美国
优先”思维在作祟。高调“退
群”也好，大肆挑起贸易摩擦也
罢，背后逻辑都是所谓的“美国
优先”。

美 国 的 自 行 其 是 ，除 了
让它“单边主义”的标识越来
越刺眼外，还“收获”了前所
未有的道义赤字。盟友离心
离德，邻国恶言相向，贸易战
硝烟四起……美国“单挑”世
界，令自身信誉严重下滑，也
让华盛顿所称的“美国优先
不等于美国唯一”之说不攻
自破。

美国频繁“退群”，对国际
多边合作体制造成严重冲击，
是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之
举。鉴于美国还曾威胁退出
西方七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
等，甚至对联合国改革满腹怨
言，世界在等着看，特朗普政府
接下来还会跟哪些多边机构

“翻脸”。
美国须知，这种一意孤行

的任性做法，终将把自己带入
封闭狭隘的死胡同。

我外交部：
对美决定退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表示遗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
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表示遗憾。

他说，人权理事会由联大
授权设立，是各方在人权领域
开展对话与合作、交流与互鉴、
共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
平台，各方均高度重视。

耿爽表示，中方一贯倡导
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支持
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开展工作，
在世界范围内共同促进和保护
人权。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
道，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为
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美国又双叒“退群”
背后有5大关键原因

焦点分析

偏袒以色列
美国此次“退群”早有预兆。
黑莉去年参加人权理事会会

议时，曾指责该组织在对待以色列
问题上“残忍而病态”，当时就威胁
如果理事会不按照美国的意愿改
革，美国就要“退群”。

人权理事会长期把“巴勒斯坦
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的人
权状况”列为会议议程，审议以色
列涉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

人权的行为。而美国一直要求取
消这项议程。

美国去年10月宣布退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时，理由之一也是该
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
以关系日益亲近。去年年底，美
国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今
年5月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该市，刺
激加沙地带等地骚乱，巴以冲突
对抗升级。

自身人权问题

舆论认为，美国此番“退群”，
也与特朗普政府在处理非法移民
问题时面临的人权指责不无关系。

据美国政府 15 日公布的数
据，在截至5月底的一个半月内，美
执法人员在处理涉嫌非法越境者
时，强行让近2000名未成年人与其
父母分离。美国政府这一举措饱
受诟病，被批无视未成年人权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

伊德·侯赛因18日呼吁美国尽早
停止这种“违背良知”的行为。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8 日也敦
促美方停止这种执法行为。扎伊
德此前还公开批评过美国政府的

“移民限制令”等一系列侵犯人权
的行为。

此外，人权理事会在6月上旬
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的
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比人们通
常设想的更为严重，还有进一步恶
化趋势。

不满人权理事会由来已久

美国对人权理事会的不满由
来已久。联合国之所以2005年曾
考虑撤销存在已几十年的人权委
员会，原因之一就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对其沦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
治工具表示不满。

2006年3月，第60届联大以压
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批准设立人权
理事会以取代面临信誉危机的人

权委员会。而在那次投票中，170
多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只有美国、
以色列等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自人权理事会设立之初，小布
什政府就宣布放弃理事会席位。
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决定参
加，并于2009年起连续担任两届成
员。根据规定，连续两任后须间隔
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美国的新
任期于2017年开始，将于2019年
届满。

无法再为所欲为
这次“退群”前，美国多次批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过于
苛刻，甚至指责该理事会已经成为
了“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
场所”。

舆论认为，美国一面点名羞辱
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又一面对
以色列等国家的问题只字不提，这
本身就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

的双重标准，说明对人权问题进行
政治化的正是美国自己。

另外，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影响力日增，
美国利用人权做文章的惯常做法
引发越来越多争议和抵制。加之
美国自身存在的种族歧视、过度执
法、极端贫困、儿童权利等问题吸
引越来越多关注和批评，也让美国
想退出现有联合国人权机制而另
起炉灶。

1

2

3

4

5

制
图/

杨
仕
成

本想
踢人

自己
退出

越发
孤立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除了人权理事会，美
国自去年1月以来已先
后退出了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制订进程、伊核协议等多边条约和框
架，并公开在耶路撒冷归属、自由贸易
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大多数国家

“唱反调”。
此外，美国还威胁退出七国集团、

世界贸易组织等，对联合国改革也满
腹怨言。留给华盛顿退的“群”已经不
多了。

美国再次“退群”招致
其盟国、联合国和人权组
织的广泛批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扎伊德在第一时间回

应，表示对美国这一决定不惊讶，但感
到失望。他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权
状况，美国应该向前迈步，而不是向后
退步。”

多名欧美外交官先前预测，美国
多次威胁退出人权理事会，“退群”是
早晚的事。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表示“遗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说，古特雷斯原本希望美国留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架构对促
进和保障全世界范围内人权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欧盟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这一
决定有损美国长久以来自诩的“世界
民主旗手”形象。英国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说，美方举动“令人遗憾”，
人权理事会是国际社会解决人权问题
的“最佳工具”。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妮基·黑莉19日在美国国
务院发布这一决定。黑莉
指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
以色列“长期抱有偏见”、

“不相称的关注”和“无休止的敌意”。
人权理事会长期把“巴勒斯坦及

其他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的人权状
况”列为会议议程，审议以色列涉嫌在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人权的行为。
美国一直要求取消这项议程。理事会
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行动
的决议时，美国总是投反对票。

黑莉在讲话中用大量贬义词描述
人权理事会，将矛头指向理事会其他
成员，批评他们阻挠美方提出的改革
方案，“不愿挑战现状”。

美方所提改革方案包括把人权状
况糟糕的成员国“踢出”这一机构的内
容。按照现行规则，取消理事会成员
国资格需要得到联合国大会表决、三
分之二以上投票通过，美方希望降低
这一门槛。

人权理事会2006年设立，共设47
个席位，成员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届任
期三年，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
寻求新一届任期。美国最初拒绝竞选
理事会席位，贝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
期间才参加竞选，进入这一联合国机
构，这届任期原本应持续至2019年。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美国是人权理事
会设立以来第一个在任期内主动退出
的成员国。

黑莉暗示，美方这一决定并非“永
久不变”，如果理事会采纳美方改革提
议，“我们乐意重新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