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0日至4月2日，上海合
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及20多个
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一行
30余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
观访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介绍
了相关情况。

华春莹说， 在几天的参访
过程中， 诺罗夫秘书长一行赴
乌鲁木齐、 喀什和阿克苏三地
参访， 参观了新疆反恐和去极
端化斗争主题展、 乌鲁木齐国
际大巴扎、喀什古城、艾提尕尔
清真寺、伽师县农村供水总站、
柯柯牙绿化工程纪念馆等，通
过实地参观考察， 亲眼看到了
新疆前所未有的社会稳定、民
族宗教和谐、 经济稳步发展的
真实情况。 他们参观了几家大
型企业， 走访了当地维吾尔族
家庭， 感受到了新疆在持续稳
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大
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人
权的突出成就， 都表示愿推动
本国与中国新疆的合作， 特别
是在反恐、 去极端化和经贸领
域开展合作。

她说， 诺罗夫秘书长和多
国使节、 外交官畅谈了他们所
见所闻所感，纷纷表示“眼见为
实”，他们在新疆亲眼所见证明，
新疆根本不存在个别国家指责
的所谓“侵犯人权”“宗教歧视”

和“强迫劳动”的情况，“种族灭
绝”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

“代表团在新疆访问期间
感受到了新疆前所未有的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这
个局面来之不易。” 华春莹说，
前些年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和宗
教极端主义之害， 人民生命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 经过不懈努
力，新疆已经连续4年多未发生
暴恐案件， 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但一些美西方反华势力
心有不甘，不择手段、毫无底线
地编造谎言谣言和虚假信息，炮
制了诸如“强迫劳动”“种族灭
绝”等种种谬论，真正目的是服
务于他们在新疆制造动荡、牵制
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阴谋。

“他们甚至拿新疆棉花做
文章。我注意到，昨天，中国棉
花协会发表了声明， 坚决反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新疆
纺织服装供应链及其相关产品
实施任何限制，支持邀请国外行
业协会、品牌商及第三方机构赴
新疆调研。这都说明新疆坦坦荡
荡，光明磊落。”华春莹说。

“我们欢迎外国各界人士到
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新疆
的美丽，人民的幸福，经济的发
展。我们相信谣言止于智者，公
道自在人心。”她说。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
日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改变
上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
做法， 慎重、 妥善处理涉台问
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
错误信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
者问：据报道，1日，美国务院发
言人普赖斯在记者会上称，美
致力于深化与台关系。 台系美
重要经济安全伙伴， 美将继续
以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的方式与
台接触。 美将一如既往地考虑
美台高层互访机会， 以促进美
台非官方关系。 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华春莹说，近期，美台之间
有很多异动， 甚至为了搞小动
作，美国的大使不惜摇身一变，
混入帕劳代表团。 美方上述做
法是真的关心台湾民众吗？还

是将台湾作为棋子达到其遏制
中国的目的？ 其用意大家一目
了然。

华春莹表示， 中方在台湾
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
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
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
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
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改变上届政府‘越线’
‘玩火’的危险做法，停止任何形
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妥善
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
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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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铁列车出轨 50人罹难146人受伤！
为台湾铁路40多年来最惨重事故 疑为滑落进轨道的工程车碰撞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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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至第8车厢
卡在隧道中且有变形

上午9时28分，台铁太鲁阁号408次
列车行驶至花莲县境内的大清水隧道
时，疑似与自隧道附近滑落的工程车碰
撞致列车出轨。列车第3至第8车厢卡在
隧道中且有变形，伤亡惨重。

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消息，截
至记者发稿时，事故总共造成包含司机
在内的50人罹难。146名乘客受轻重伤，
列车中目前已无人受困。

傍晚， 记者来到事故现场时看到，
列车仍深陷在隧道中。现场已经拉起黄
色警戒线不让旁人靠近。 身着橘黄色、
暗红色服装的救援人员不时分批列队
进出隧道。一位从隧道中走出来的救援
人员告诉记者， 有的车厢受损变形严
重，当晚怕是难以清理完毕。记者问及
车辆中是否还有受困人员，他说要由救
援现场指挥部统一发布。

据花莲县政府消息，受伤人员被分
别送至慈济医院、门诺医院、花莲医院
等医院救治。

疑工程车未拉手刹
停车滑落撞上列车

事故消息当天上午传出后，随着伤
亡人数的不断上升，成为台湾社会最关
注的事件，给4天假期蒙上悲伤。在自台
北前往花莲的火车上，一位乘客对记者
说，没想到又是台铁发生事故，假期出
行人员这么多，出轨事故让人对交通安
全更加担心。

台铁最近一次交通事故发生于
2018年10月21日， 台铁列车行经宜兰
苏澳镇的新马车站附近时发生出轨翻
覆事故， 造成18人死亡、 超过215人受
伤。2013年、2015年、2016年，台铁也曾
发生不同程度死伤的交通事故。

对于事故原因， 花莲县警察局表
示，事故隧道的旁边有工程进行，疑工
程车未拉手刹，停车不慎导致车辆滑落
撞上列车。 事发当时工程车上没人。疑
涉肇事的相关负责人已被警方带回侦
讯。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处工程地点即
位于铁路一侧的斜坡上，工地堆满了废
弃轮胎等施工设备。 ■据新华社

4月2日， 台湾开启连续4天
清明假期。这一天，台湾铁路却发
生了四十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交
通事故， 数十人罹难， 逾百人受
伤。这一不幸事件震惊台湾社会。

华春莹批美台搞小动作
外交部敦促美方不向“台独”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外交部：
欢迎外国各界人士
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

4月2日拍摄的事故现场。 新华社 图

台铁“太鲁阁号”408次
列车出轨事故发生后，国台
办、海协会对在事故中不幸
遇难的同胞表达深切哀悼，
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
表达诚挚慰问。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2日下午发表慰问信，
信里说：“两岸同胞是血浓
于水的一家人。 中华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谨代表广
大大陆台胞， 向在此次事
故中不幸遇难的同胞表示
深切的哀悼， 向伤者和遇
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祈愿逝者安息，伤者早
日康复。”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
央委员也发表慰问信表示
哀悼和慰问。 ■据新华社

国台办、海协会对伤亡台胞
及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台湾地区的曾先生告
诉记者，自己同学一家四口
都在出事的太鲁阁火车上。
2日是台湾清明节连假的第
一天，曾先生的同学一家四
口从台北上车，准备回到台
东老家扫墓。 曾先生介绍，
同学一家四口在第六节车
厢，其中两名大人在事故中
受到轻伤， 孩子没大碍。曾
先生介绍，同学夫妻两人主
要是大面积瘀伤和擦搓伤，
以及手脚撞伤，行动稍有不
便，需要坐轮椅，目前正在
花莲的医院接受治疗。

台东市民林先生告诉
记者， 他的侄子2日上午原
定坐该次列车返回台东，
“今天是清明假期第一天，
本来是要他回来一起扫墓
的，结果上午看新闻听说他
的车出了事故，给他打电话

都没接。我就赶紧往台东火
车站去，好在路上他给我来
电话，说他的手机在逃生时
没有带出来，用别人的手机
给我打了电话。目前他已经
被送到安全的地方了，没有
受什么伤。”

有幸存者在接受当地
媒体采访时称， 事故发生
后， 车厢内曾有惨叫声，后
来声音逐渐变得寂静。另一
名事发时坐在第七节车厢
的乘客也描述称，她当时坐
在中间靠走道，只听到“嘭”
的一声后，自己就被甩出座
位昏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
己头脸都是血，有同车乘客
赶紧拿起丝巾帮她止血，跟
着其他生还乘客爬出车窗
走上列车车顶，一路往隧道
出口走，才终于脱困。

■据北京青年报

亲历者：自己被甩出座位昏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