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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暴恐犯罪，保障人民安全

@ 中国新闻周刊：夜，再一
次降临。在我们准备安睡时，春
城不眠。或许，普通的我们无力
做任何事，但请用珍惜眼下的
时光来慰藉无辜殒命的生灵；
请用无畏的努力来拥抱不再圆
满的家庭；请用实际行动来保
卫我们的家园平和安宁。今天，
我们感同身受，明天，我们带上
悲痛与祈福继续奋力前行！晚
安，昆明。

@ 中国之声：昆明火车站，
歹徒手持利刃砍杀群众，迄今
为止已有29个无辜百姓丧生。他
们中，有本应安度晚年，看儿孙
绕膝的老人，有生命刚刚开启，
是父母心头肉的孩童。暴恐分
子没有人性，没有底线。面对恐
怖主义，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
有团结起来，众志成城，铸我平
安家国！

@ 央视新闻：恐怖分子把
屠刀对准无辜群众，就是要挑
起民族仇恨以达到分裂目的。
谴 责 恐 怖 主 义 ，打 击 极 端 势
力，要同仇敌忾，更要保持理
性。不要把仇恨转嫁给整个地
域族群，不要让歧视和敌意伤
害无辜百姓。美丽的云南受伤
了，不要再让美丽的新疆蒙上
阴影。

@ 东方早报 : 越是这样的时
刻，就越需要团结。

@人民日报 :【值得我们记住
的人】车站广场丁姓保安、宏盛
招待所陈宇贵、派出所副所长
张立元、三中队队长谢林、牛肉

面馆保安老刘、老板娘陈芳、父
亲潘华兵……这些平民英雄，
面对凶徒暴行挺身而出，他们
与那些不幸罹难者，是昆明3月1

日之夜值得记住的人！
@ 晶报 : 恐怖主义是一个不

分疆界的祸害。——— 乍得总统
代比·伊特诺

《京华时报》：针对平民的
暴行，只会唤醒我们内心的正
义；滥杀无辜的暴行，除了证明
歹徒的黔驴技穷，更会让热爱
和平的人珍惜平安，也更会增
强 人 们 同 仇 敌 忾 的 决 心 与 信
心。

鲜花不会因为风吹而停止
生长，暴力吓不住渴望和平的公
民，滥杀无辜者必会受到严厉打
击。我们与昆明同在。愿逝者安
息，愿伤者平安。（作者王石川）

《新京报》：此次事发的火
车站，本是流动人口集中之地；
惨剧发生的站前售票口，更是
最普通的平民百姓才会频繁光
顾的公共场合，夜晚时分，出没
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生计、为工
作、为家庭奔波劳碌的普通人，
他们口音不同，家乡各异。就算
那些施暴者有一千种理由、一
万个说法，又凭什么把滴血的
屠 刀 挥 向 这 些 和 他 们 远 日 无
冤、近日无仇的无辜者？残暴至
此，已是人性无存。

（作者陶短房）

葛声音

同仇敌忾是打击暴恐的力量之源

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造成
多人伤亡。蒙面歹徒手持利刃，砍杀
无辜群众，连年迈的老人和天真的
儿童都不肯放过，手段之残忍令人
发指。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挑战人类
文明底线的暴行，并坚信暴恐分子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公安部门已经掌握的证据表
明，这起暴力恐怖事件由新疆分裂
势力一手策划组织。无论暴恐分子
有怎样的借口，都掩盖不了他们血

腥的犯罪事实，视生命如草芥的暴
行践踏了人类的道义，是任何一种
文明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他们胆
敢践踏法律，就必受法律严惩。

暴恐分子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
砍杀群众，有挑起民族矛盾的险恶
用心，他们企图以卑鄙的手段瓦解
民心，最终搞乱国家。但是这次暴力
恐怖案件发生之后，全国各族民众
不断表达的是同仇敌忾、打击暴力
犯罪的决心。在昆明，市民为抢救受
伤人员踊跃献血，商家主动为执勤
公安干警提供免费工作餐。在网络
上，人们跟帖留言要求毫不留情地
打击暴恐分子，意见空前一致。这些
点滴行动汇聚了爱心，也凝聚了能
量，为最终根除暴力恐怖奠定了坚

实的民意基础。
不可否认，血腥弥漫的现场确实

会让很多人本能地感到心惊，但是在
看清了暴恐分子的面目和伎俩之后，
我们对战而胜之有了更大的信心。历
史证明，人类的文明历程曲折而漫
长，其间虽有种种邪恶事件，但是最
终取得胜利的是正义和良知。疯狂往
往是灭亡的先兆，暴恐分子的丧心病
狂也证明他们快到穷途末路了。我们
决不能被暴恐分子一时的嚣张气焰
吓倒，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注定了
他们失道无助、自我毁灭的结局。

血案发生之后，全国民众以不
同的方式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思。此
时我们也当警醒，不要被悲情裹挟，
在血腥面前要保持理性。我们在强

烈谴责暴力恐怖的同时，也要做到
不传播血腥的画面，不理会极端的
声音，不要因为一小撮极端分子的
暴行产生地域或民族歧视。暴恐分
子在全国两会前夕行凶，可以说是
处心积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打
乱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节奏，进而浑
水摸鱼。当前中国发展确实面临一
系列矛盾和挑战，但我们正以全面
深化改革为契机，在发展中逐步解
决问题。暴恐分子最不想看到的正
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只要我们不
在道路问题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不
被敌对势力打乱前进的步伐，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
梦”就一定会实现，那将是对暴恐分
子最有力的打击。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残忍的手段，血腥的暴行，令人
发指的恐怖犯罪，让无辜生命骤然
消逝，使数十个家庭坠入深渊，造成
永难弥合的心灵创伤。暴恐分子所
挑战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秩序、人
类文明共同的底线。其疯狂残暴的
行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决
不能容忍的。“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侦
破案件，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坚
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精心做
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善后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表
达了党和政府坚决维护法律尊严、
坚决维护人民安全的鲜明态度和坚
决惩治暴力恐怖犯罪、坚决维护社
会稳定的坚强决心。

文明底线不容挑战，法律尊严

不容亵渎。暴力恐怖犯罪漠视基本
人权，践踏人类道义，手段残忍，危
害极大，对这样的暴力恐怖犯罪活
动决不能手软，要坚决打击、严厉制
裁。血腥暴行也警示我们，必须深刻
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强
化底线思维，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
措施，出现一起，就打掉一起；露头
就打，严打狠打。无论是谁，只要是
触犯了法律，只要危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都要坚决依法处理。对
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搞暴力恐怖
活动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严惩治，
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只有这样，才
能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有力维护社会稳定、捍卫法律尊严。

(摘自《人民日报》)

葛媒体视点

暴力恐怖犯罪活动所挑战的，
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秩序和人类文明
共同的底线，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
分子反社会、反人类的丑恶面目，任
何法治国家都坚决不能容忍。

痛定思痛，暴力恐怖案件也警
示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恐形
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对暴力恐怖活
动的高压严打态势须臾不能放松，切
实加强治安防控措施，全力维护安全
稳定，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让人民群众放心、安心。
应当看到，暴恐分子的残忍行

径，动摇不了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稳
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坚强信念。全力
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坚决依法惩处
暴恐分子，为人民群众创设安定有
序、繁荣和谐的社会环境，既是民心
所盼，也是众望所归。任何蓄意破坏
行为，任何暴力恐怖行径，必将难逃
恢恢法网的严惩重惩！

(摘自3月2日新华时评)

坚决对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实施最严厉打击

□本报评论员 赵丽

云南昆明“3·01”严重暴力恐
怖事件发生后，无数群众同心一
致谴责暴力，并祈祷逝者安息、伤
者早日康复。不少网友在微博中
还专门提醒，“请不要传播血腥画
面，那样只会助长暴徒嚣张气焰，
伤害孩子的心灵。”

如何让全社会保持理性、镇
定的态度，避免恐慌情绪蔓延，是
当前的任务之一。暴徒在公共场
所袭击无辜群众，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想通过恐怖行为制造紧张氛
围，破坏社会稳定。他们企图看
到，公众因此陷入人心惶惶的状
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干
扰，拖慢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步
伐。

在这种非常时刻，舆论传播

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应
该做的是报道真相、唤醒人们心
中的正义与力量。至于那种为吸
引眼球而传播血腥画面甚至散布
谣言的做法，不但可能伤害死难
群众及其家属，有失人伦底线，而
且客观上还会制造恐慌，扰乱人
心，因此公民和媒体要谨守良知
和责任感，坚决与此种行为拉开
距离。

让坚强驱逐恐惧、用理性
传递温暖，这该是当下每个传
播者的行为底线。于网民而言，
不但是事件的目击者，更要做
社会正能量的构建者；经历过
多次大事件报道的媒体，也应
该更成熟，严格遵守职业伦理。
同仇敌忾参与“反恐”事业，要
先从这种理性、负责的态度开
始。

理性传播体现责任感

葛评论员观察

@ c h i n a y o u n g t i g e r : 当你把伤
害无辜的普通人作为手段时，你
就是人类的敌人、可耻的懦夫和
罪犯。

@广州网友forget少何玲：愿他
们都能平安，不要过分惊悚，对自己
以后的生活没有太大的阴影。

@六分唱片：这个城市很温暖，
但她现在并不好，这个国家很美丽，
请不要再伤害她。

@歐巴非先森：这本是昆明最
明媚的季节。今天午后的风很大，只
愿能吹散温吞、有爱、温暖的人民心
中突来的阴霾。

@卢思浩Kevin：有没有人想
过，那些无故受伤的人，本来差那么
一点点就可以到家了。

@lulu家的小米粒：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故事 :家中的父母等着你归
去；为了还在上学的孩子你即将出门
赚钱；闹别扭的爱人等着你的解
释……你带着无数情绪走进火车站，
把车票小心翼翼地藏好，生怕掉了，

可如今，车票还在，你却已不在……
@LOVE秋崽：手无寸铁的老百

姓，是这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他们
没有权力，没多少金钱。他们只是某
人的父亲，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子
女。他们的一生平凡，但却对家人朋
友有无比重大的意义。请不要用武
器对准平民，因为每一个平凡人，都
是一个家庭的全世界。

@广东中山网友：愿死者安息、
生者坚强，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
发生，因为我们是手无寸铁，为生活
而到处奔波的普通老百姓，我们要
相信人民警察会严厉打击恐怖分
子。

@包头网友费白FM:恐怖分子，
分裂主义，暴力袭击，这是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能容忍的事儿，文明是个
底线。

@武体之家：除了为你点亮蜡
烛，更想为你点亮每个人心里最柔
软的角落，从此没有伤害。昆明，晚
安。

葛网言

“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绝不退缩
暴恐事件发生后，来自各方的声音共同表达了一个信念：我们决不能被

暴恐分子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注定了他们失道无
助、自我毁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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