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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他在沈阳下了车，前来
接他的伯父指着一片繁华、热闹的地
方，对他说：‘没事可不要到那个地方去
玩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人教
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在辽宁的求学岁月
里，周恩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接触了进
步教师，阅读了进步书报，受到了革命
思想的影响，也培育了爱国情操和远大
志向。“那天上修身课，魏校长向同学们
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
书？’……周恩来站起来，清晰而坚定地
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
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
事变，之后辽宁和整个东北都沦陷在

日寇的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当夜，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突围
战中违抗“不抵抗”军令，奋起还击，打
响了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第一枪。“对
于广大的关东原野，我心里怀着炽痛
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呼唤我
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召唤我回
去。”（《土地的誓言》，部编版七年级语
文下册）辽宁籍作家端木蕻良在“九一
八”事变10周年之际写出了对家乡故
土的深深眷恋和对东北早日解放的殷
殷期盼。在抗战胜利 70 多年后的今

天，每逢9月18日，警报声就会在“九
一八”事变发生地沈阳拉响，提醒着人
们牢记历史，也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

面对日寇侵略与统治，英勇的辽
宁人民奋起反抗。在义勇军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是东北战场
上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武装力量，
曾在杨靖宇将军等人的领导下，活跃
在辽宁本溪等地，给予日寇沉重的打
击。在今天的本溪，占地面积 6.9 公
顷、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的东北抗联

史实陈列馆，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实
物，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
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

有着“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共
和国长子”之称的辽宁曾创下骄人的
历史，新中国第一炉钢、第一架飞机、
第一辆机车、第一艘巨轮、第一艘航母
等诸多的“第一”都诞生在这里。如
今，辽宁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铿锵有
力，以实干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实现了向海发展的华丽转身，“一带一
路”沿线活跃着辽宁企业，交通大通道
联通着辽宁与世界。辽宁开放之门越
开越大，发展活力也越来越强。

（转自8月4日《光明日报》）

课本里的辽宁

这是百年老街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热舞表演队伍（7月27日摄）。
哈尔滨素有“冰城夏都”的美誉，是清凉与浪漫的“和合之地”。天南

海北的“找凉客”们循着凉爽和音乐的轨迹在这里聚集。
清凉与浪漫，为哈尔滨的夏季带来真金白银。2012年至2018年，哈

尔滨夏季接待游客人数从2093.2万人次增加到3623.2万人次；夏季旅游
收入由244.3亿元增加至606.5亿元。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哈尔滨之夏：清凉邂逅浪漫

我国研制成功仿生蝠鲼潜航器

8月3日，西北工业大学研究团队的学生给原理验证样机装上蒙皮。
日前，由西北工业大学研制的滑扑一体自主变形仿生柔体潜航器成功

进行首航，标志着我国在高性能仿生智能水下航行器的研制方面迈出重要
一步。这款滑扑一体仿生柔体潜航器属于原理验证样机，翼展0.8米，由锂
电池做动力,最高时速1节，能够逼真模拟蝠鲼的滑扑运动姿态。

新华社记者 邵 瑞 摄
●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群众自助游
遇恶劣天气导致人员伤亡和被困
情况，应急管理部发布相关安全
提示：暑期出游，要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注意防范暴雨、大风、雷击、
滑坡等灾害。

●8月底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将在政府网站和中国中医药报官
网等网站开通便民就医导航专
栏，提供全国二级以上中医医院、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以
及全国名老中医等基本信息。

●中国银保监会5日表示，近年
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水平持续
优化，2018年末五家大型银行
资产总额105万亿元。

●记者5日从国家棉花产业联盟
获悉，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棉花全产
业链布局，将棉花生产与纺织品市
场有机衔接，推动建设纺织、面料、
服装等全链条生产流通基地。

●记者5日在福建向金门供水一
周年活动中获悉，福建向金门供
水一年来，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
366万吨，日均供水超过1万吨。

●8月4日傍晚，湖北鹤峰县躲
避峡突发山洪。记者从现场救
援指挥部获悉，截至5日下午，
突发山洪造成12人死亡，仍有1
人失联。

●记者4日从安徽省淮南市公安
局获悉，该局破获一起盗掘战国
楚墓大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9
人，追回国家一级文物 26件。
其中“虎座凤鸣鼓”等漆木器十分
罕见。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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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
活动持续发生，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
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
影响，令所有关心香港、珍爱香港的人
倍感痛心。特别是少数激进分子实施
的暴力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香港繁
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
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
制”的原则底线。对此，绝不能容忍，
也绝不能姑息。

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
值，是香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是香
港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绝不能
任由一小部分人肆无忌惮地践踏。冲
击立法会并大肆破坏，对国徽进行公
然污损，包围警察总部、殴打残害警
员，非法储存危险物品和大量攻击性

武器，侮辱国旗……种种恶行完全超
出了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任何文明
和法治社会对此都不会容忍。中央政
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
严正执法，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
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
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
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行动。

应该看到，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
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初衷是为了填补现有的法律制度漏
洞，共同打击犯罪，彰显正义，中央对
此表示支持。鉴于在修例过程中社会
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并且引起了示威
游行，特区政府为了社会尽快恢复平
静决定暂缓修例，中央对此也表示支
持、理解和尊重。对于这次修例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特区政府已经做了认
真的总结和反思，行政长官也表示将
更开放、更包容地听取民意。然而，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激进分子依
然以“反修例”为借口，不断挑起、制造
暴力事件，试图以极端行为胁迫特区
政府，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这纯属“醉翁之意不在酒”。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
府的“双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
第一责任人。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自从
2017年上任以来，带领特区政府管治
团队积极施政，在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是有目共睹
的。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是充分
信任的，对她的工作也是充分肯定

的。中央政府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立场坚定不
移、毫不动摇。

任何一个地方，都经不起反复折
腾，都经不起持续动荡。必须看到，香
港乱下去，全社会都要“埋单”。当前，
香港局势最危险的是暴力冲击活动还
没有得到有效制止，香港当前最重要
的任务是坚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行
为，尽快恢复社会安定，维护香港的良
好法治。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坚定支
持下，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奋发有为，香港警队严正执法，广大爱
国爱港人士团结一致，香港社会一定
能够尽快恢复法治和秩序，香港市民
一定会重新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

人民日报8月6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沈阳8月5日电（记
者李铮） 凝神望着坚固的小凌河
堤坝，穿过旁边的高楼大厦，查洪
烈仿佛看到了 56 年前滔滔洪水
中的父亲。和最亲的人虽素未谋
面，但父亲的鲜血已流淌在查洪烈
的血脉，一直激励她 38 年的从警
生涯。

2018 年，55 岁的查洪烈从锦
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办公室主任
岗位上退休了，依依不舍地脱下
穿了 38 年的警服。作为荣立个
人三等功 2 次、获评优秀公务员
10 次的人民警察，查洪烈说：“父
亲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群众的生
命，身穿警服这 38 年，我唯有勤
奋工作告慰父亲，擦亮我们两代
人头顶的警徽。”

查玉祥，1941年出生，生前是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凌
安派出所民警。

1963 年 7 月 20 日，辽西遭遇

百年不遇特大暴雨，锦州的小凌
河、女儿河洪水成灾，水漫堤坝，一
片汪洋。锦州市内多处路段被淹，
房倒屋塌，群众被困。

查玉祥所在的凌安派出所辖
区是锦州城区人口密集的低洼地
带，共有3000多户、1万多名居民，
一旦发生洪灾，后果不堪设想。20
日早10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小
凌河溃堤，汹涌的洪水咆哮着涌向
地势低洼的龙江南街。

查玉祥曾是一名无数次出入
火海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消
防卫士，他主动向领导请求承担
引导疏散辖区居民撤离的任务，
随后和民警黄广成冒着狂风暴
雨，在过膝的水里艰难地向险地
跋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呼唤，
转移群众。在他的疏导下，绝大
多数群众都顺利撤离到了安全
地带。

（下转第八版）

查玉祥：救群众于
滔滔洪水中的人民卫士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山西省霍州市的
85岁老党员郝郁民回想起27年前与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因一封信而

“结识”的故事，不禁感慨万千：“从这
件小事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党的好干
部一以贯之的为民初心。”

近日，在郝郁民老人的家中，他向记
者讲述了那个令他永生难忘的故事……

素未谋面，给市委书记
写了一封“投诉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霍州市
委统战部部长。1992年4月，我和统
战部办公室主任张玉生、市工商联党
组书记韩忠民去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福
州、温州等地考察。

在福州，我们到连江县实地走访，
那里民营企业搞得好，对我们启发很

大。在考察期间，多次听到当地干部
称赞他们的市委书记，说他推行“特事
特办、马上就办”，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带动了福州经
济发展，令我们印象深刻。

结束考察后，我们在福州市“五
一”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三张福
州到温州的“豪华大巴”票。买票时，
对方承诺大巴上有卧铺。这对当时已
快到退休年龄的我和韩忠民而言，能
够缓解十几个小时路程的疲劳，还是
很好的。

然而，等我们坐车时却发现，来的
是一辆普通客车。大巴司机说：“你们
先上这辆车，然后送你们去坐豪华大
巴。”谁知后来，我们却被逼上了一辆
条件更差的普通客车。

我们就这样被骗了，强忍着一路，
苦不堪言。半夜下车吃饭时，张玉生
悄悄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温州。下
车后，我们与车主交涉，他们却态度蛮
横：“我们就这样做，你们去告吧，看看
谁理你？！”

车主的恶劣态度彻底激怒了张玉
生。他在汽车站买了张温州市区地图，
带着我和韩忠民直接来到了邮政局。

“我在路上就盘算好了，咱们写信投
诉他们！信就直接写给福州市最大的领
导——市委书记！”张玉生愤愤地说。

“市委书记哪有工夫管这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我一听觉得心里没底，
这点小事，怎么会引起领导重视，何况
是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呢？

“咱是在他管的地方受了骗，他管
不管咱也要反映。”当时 36 岁的张玉
生年轻气盛，坚持要写信反映情况。
想起这次令人窝火的经历，我们也决
心试一试。

随后，张玉生趴在邮局的水泥柜

台上，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
投诉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福州市
委书记叫什么名字，便在信封上写了

“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收”。
信寄出去了，张玉生的气也就消

了一大半；至于效果如何，压根没抱啥
希望。

之后我们便回了霍州，这件事也
就不去想了。

心系民生，市委书记给
我们“回信了”

“没想到，我们的投诉有回音了！”
回到霍州后的一天早上，张玉生

紧紧攥着一封信，激动地冲进了我的
办公室。

接过信来，望着信封右下角鲜红
字体标注的“中国共产党福州市委员
会”，我顿时心情澎湃。（下转第八版）

点滴之间见初心
——习近平与一封群众来信的故事

8月5日一早，香港天空碧蓝、阳
光明媚。位于香港岛北角的培侨中学
内，数十名学生、老师、校工等自发聚
集在操场上，共同举行升旗典礼。

8 时 35 分，四名护旗手将五星红
旗传递给两名升旗手。伴随着国歌伴
奏声，国旗徐徐上升至旗杆顶端。在
场的人们纷纷抬头注视着国旗升起，
并高唱国歌。

上图：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五星
红旗和紫荆花旗迎风飘扬。

下图：8月5日在香港岛北角的培
侨中学内拍摄的升旗典礼。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五星红旗在香港高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
方面获悉，由于日前美方宣称拟
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关税，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共识，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对 8 月 3 日后新成交的美
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

关税，中国相关企业已暂停采购
美国农产品。中方有关部门表
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
质农产品前景光明，但希望美方
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达成的共识，言而有信，落实承
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必
要条件。

中国相关企业
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据新华社香港8月5日电 香
港一些激进分子5日以瘫痪交通、
发起罢工、有意阻碍市民工作等极
端行为瘫痪香港社会正常运作，损
害经济民生，香港社会各界深感愤
怒，并予以严厉谴责。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
部分暴徒及其支持者，用各种方式
侵害市民的自由生活，以各种威吓
手段阻碍市民上班，扰乱公共交通
和社会秩序，企图绑架全港市民，
瘫痪政府，胁迫中央，争夺特区管
治权。我们绝不能容许香港治安

被破坏，这些险恶的政治图谋是不
会得逞的。国家主权不容侵犯，香
港治安不容破坏。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发表
声明表示，罢工不但瘫痪社会正常
运作，令香港停摆，普罗市民未能
接受各项公共服务，损害市民的福
祉；也令商业运作大受影响，让已
受中美贸易摩擦拖累的香港经济
雪上加霜。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发表声明
表示，对激进分子的极端行动感到
非常愤怒，并予以严厉谴责。

香港各界严厉谴责激进分子
发动罢工、瘫痪交通等极端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