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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反暴力 为港加油撑法治
本报记者

张庆波

团结一心，守护香港。
7 月 20 日，香港添马公园人潮涌动，从全港各区
赶来的市民冒雨聚集于此，共抒心声，齐表意志，
31.6 万人同向暴力说不，为香港加油。
“香港不能乱下去！”打着“放下争拗 为港奋斗”

陈

然

的标语，市民陈先生对记者说，香港需要稳定，市民
渴求安宁，为了明天和下一代，自己必须站出来。
骤雨时落，热情不减，数十万人以实际行动发出
和平之声、正义之声。民意昭彰，正能量迸发，人们
盼望社会重回和谐理性、香港继续繁荣稳定。

七月二十日下午，香港各界举行﹃守护香港﹄大型集会，呼吁维护
法治、反对暴力。集会主办方说，当天共有逾三十万人参加活动。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全港总动员，为香港守护
结伴而行的青年学生，携子女参与的夫
妇，互相搀扶着前来的“老友记”……7 月 20
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肤色的市民在
香港添马公园聚集。他们身着白色或浅蓝色上
衣，理性和平抒发“守护香港、支持警队”的
心声。
6 月以来，香港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发起一
连串暴力冲击事件，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
社 会 秩 序 ， 激 起 香 港 市 民 极 大 愤 慨 。 7 月 18
日，香港各界近百名人士响应主流民意，共同
发起“守护香港”系列活动，首场集会于 20 日
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
下午 5 时，集会开始，现场市民喊响“香
港加油”口号，响彻中环。不少团体手举自制
的标语牌、横幅等，表达对香港警队的支持和
对社会安宁的渴求。10 余艘渔船悬挂“珍惜香
港 同舟共济”等标语，在维多利亚港缓缓驶
过；会场舞台两侧，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区
旗迎风飘扬。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警务
处前处长邓竟成、食物及卫生局前局长高永
文，团结香港基金理事盛智文、前立法会主席
曾钰成以及不少教师及学生代表等纷纷在集会
上发表感言。
梁爱诗在发言时表示，有人将法治放在嘴
边，行动上却完全不尊重法治。盛智文发言
说：“今天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可以多么和
平，我们不是暴力的。”曾钰成表示，香港正面
临严峻考验，大家应齐集守护香港，最重要的
就是守护“一国两制”。香港大学应届毕业生郑
镇熙发言说，年轻人和社会确实都面对很多问
题，但通过暴力和违法手段不能有效解决问
题。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就是想说，我们想
让香港重回安宁。
“停一停、想一想、谈一谈，我们不要暴
力！我们不要撕裂！我们要法治！我们要和

平！我们要安定！我们要团结……”大会召集
人高声读出“守护香港”宣言。宣言表示，只
要大家坚守“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同心同行，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高声呼喊：“守护香港，守护我们 700 万人共同
的家园。”

社会求发展，愿家园祥和

民意正昭彰，向暴力说“不”

守护香港，守护家园。连日来，“沉默的
大多数”站出来密集发声，人心思定，社会
有共识。
四面八方而来，同心同向而行。不忍将香
港拖入撕裂和泥淖的普通市民，纷纷站了出来。
《明报》 社评认为，示威活动持续打击香港
经济，若暴力升级、对抗加剧，将对社会造成
“做我们应该做的！”从港岛东区赶来的陈
难以估计的破坏。《东方日报》 社论指出，当暴
先生 6 月 30 日参加了“撑警大会”，此次又来参
力成为常态，经济将万劫不复。社会稳定是吸
加“守护香港”集会。他形容近期的暴力冲击
引投资的重要因素，过去香港正是以安全城
活动令他感到心痛，“香港今日的繁荣是由无数
市、法治之区著称，但如今社会动荡、人心惶
前辈辛辛苦苦经营得来的，有人试图破坏这些
惶，消费信心疲弱，外资望而却步，本地财团
成果，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容忍！”站在他身
也犹豫观望。社论呼吁，香港市民应仔细考
旁就读初一的儿子频频点头，“请大哥哥、大姐
量，尽快令社会恢复稳定。
姐们停下这些暴力行为，想想清楚，以和平的
《大公报》 社评表示，沉默的大多数拒绝再
手法表达意见。”
沉默，撑警方、撑法治、撑和谐，向暴力说
年过八旬的钱伯伯今日特意与几个老朋友
不，用理性与爱，筑起守护香港的长城。守护
一起从新界赶来参加活动，他们并肩挽手，坚
香港，就是守护法治、自由和港人的基业、子
定地站在雨中，期望尽自己的绵力，为和平发
孙后代的未来。
声，守护“东方之珠”。
“守护香港”集会就是要彰显香港主流民
“香港是我第二个家，看到现在这样的乱象
意。在集会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
我真的心痛。”家住沙田的王女士带着 8 岁的儿
读出 192 位医学界人士的联署宣言。他说：“香
子冒雨前来，本是海南人的她已在香港居留超
港病了、受伤了。如果药石乱投，只会伤害我
过 20 年。她激动地表示，家园的安宁和谐需要
们的病人，只会伤害我们的香港。希望所有市
每一个人勇敢站出来守护，用实际行动表达反
民，无论是什么背景、什么立场，在这个时候
对暴力、维护法治的心声。
都能停下来思考，不要再伤害我们的香港。”
作为 3 名子女的妈妈，土生土长的香港市
在集会设立的“守护香港心声角”，被不少
民陈女士对日前社会暴力的现状感到担忧。她
市民贴满纸条。“向暴力说不，支持警察，守护
认为一些人正以令人无法容忍的手段冲击香港
香港”“警察叔叔，谢谢你们为我们维护香港”
最核心的法治精神。“我们的下一代将来要继续
在香港工作、生活，如果丧失了法治，香港还 “反暴力、保法制，还我一片晴天”。一位 11 岁
的非洲裔小朋友跟父亲一起参加集会，她在这
有什么竞争力？如果任其胡乱作为，十几年后
里也留下了“我爱香港”的字条。
承担恶果的恰恰是我们的子女。”
“现在有人想破坏香港，破坏‘一国两制’，我
“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
们不可以容许。让我们一起努力，团结一致，守护
天边，携手踏平崎岖……”集会接近尾声，《狮
它，守护香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说。
子山下》 歌曲在会场响起，数万人跟着旋律高
（本报香港 7 月 21 日电）
声齐唱。集会结束后，不少人仍然不愿离去，

冬奥会场馆建设开始冲刺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日 益 临
近，北京赛区国家速滑馆已经开
始玻璃幕墙的吊装工作，标志着
国家速滑馆正式“穿装”。北京
冬奥会场馆设计不仅符合城市总
体规划的要求，体现大国风范和
魅力，同时也充分地与中国传统
文化相结合，体现出中国元素。
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
家速滑馆因别出心裁的外形设计
被誉为“冰丝带”。
国家速滑馆公司董事长吴晓
南介绍，目前国家速滑馆场馆屋
面索网结构张拉工程已经全部完
成，正在进行屋面安装、二次结
构砌筑、设备管道安装工作。他
透露，今年底，国家速滑馆将实
现“丝带飞舞”。图为建筑工人
在国家速滑馆上焊接钢龙骨。
刘帅冶摄

新华社贵阳 7 月 21 日电 （记者李惊亚） 第十
五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 21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出席并作主旨
报告。
黄坤明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越南建国 74 周年之际，以“中越两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很
有意义。在长期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立足基本国情，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
义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推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
面向未来，中国人民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
武文赏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越南共产党领导
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武文赏表
示，越南愿同中国共同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越中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研讨会前，黄坤明同武文赏举行会谈，就深
化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媒体间交流合作等深
入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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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报告

逾 30 万香港市民冒雨集会

柴逸扉

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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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21 日晚就
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一事发表谈话，对有关恶劣行径表
示强烈谴责。
该发言人说，21 日晚部分激进
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向该机构
办公大楼门口悬挂的国徽投掷黑色

油漆弹，在外墙喷涂侮辱性字句，
并试图冲进办公大楼。这种行径公
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香港警
方及时采取有关行动非常必要。我
们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中央驻港机构安
全，维护香港法治，惩治犯罪分子。

就激进示威者围堵大楼并污损国徽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表示严厉谴责
新华社香港 7 月 21 日电 中央
地法律，更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的底线，严重挑战中央权威。我们对
公室负责人 7 月 21 日晚发表声明， 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并坚决
对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办大楼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严惩违法
并污损国徽的行为表示严厉谴责。
暴力行为，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
该负责人表示，在 21 日的游行
该负责人强调，中央驻港机构
队伍到达终点后，部分激进示威者
严格按照宪法、基本法和中央授权
围堵中联办，破坏设施，污损国
在港履行职责，不容挑战。他呼吁
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 香港社会全体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
这些行径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
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
的范畴，不仅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 “一国两制”，维护法治。

就激进示威者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
新华社香港 7 月 21 日电 香港
21 日出现激进示威者冲击中央政府
驻港机构情况，香港特区政府发言
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当日晚间，香港有部分激进
示威者冲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并
涂污国徽，特区政府发言人对此
做出回应：
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
的驻港机构之一，负有宪制功能。
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示威者恶意
包围和冲击中联办大楼，并涂污国

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特区政府
会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
特区政府一直对市民和平表达
诉求予以尊重，但近日发生一连串
事件，包括和平游行后一再发生违
法示威、冲击警方防线、包围警察
总部、堵塞道路等。警方更发现有
人非法储存危险物品及大量攻击性
武器。特区政府担心一小部分激进
人士，有计划地煽动群众，挑战法
纪，甚至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此举
对特区的治安及“一国两制”构成
威胁，社会绝不能接受。

全球促进两岸统一高峰论坛在台举行
本报台北 7 月 21 日电 （记者吴
亚明、王尧） 由台湾中华统一促进
党主办的“全球各界促进两岸统一
高峰论坛”20 日在台北举行。来自
全球各地的逾 800 名各界人士与中
华统一促进党同志与会，表达了献
身祖国统一大业的决心。
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在论
坛上发言时表示，该党忧心于不少台
湾人对国家认同的意识日渐薄弱，毅
然决定举办此次论坛。
张安乐表示，
全
球各界促进两岸统一高峰论坛除了汇

整海内外统派人士的意见，更深层的
目的就在于“接地气”，让台湾人民企
盼统一的诉求有表达的出口。该党长
年着力经营基层，在深入完整调研之
后，特邀少数民族、眷村子弟、花东地
区、军公教、商贩等代表与会发表意
见，
务实传递台湾民众的心声。
当日，逾百名与会者登上讲台
宣誓：为两岸人民的共同幸福，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华夏儿女
的万世太平，献身于祖国统一大
业，将竭尽所能，全力以赴。

7 月 21 日，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内容丰富的“中国文化日”
活动，吸引当地数千民众前来观看并参与其中。图为堪培拉的国家博
物馆里，观众在“中国文化日”活动上体验手工艺品制作。
储 晨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