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海客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己亥年七月廿六

今日12版 第10731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调研的消息公
开后，甘肃人民都在翘首期盼：能不能遇到总书记？
能不能跟总书记握个手？能不能向总书记问个好？

考察第一天，当习近平总书记出现在敦煌莫高窟
时，敦煌顿时一片沸腾，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激动不
已，纷纷涌上来，争相同总书记握手，向总书记问
好。“总书记好！”“习主席好！”“总书记辛苦啦！”问
候声此起彼伏。

总书记主动走上前，同大家亲切握手。一双、两
双、无数双激动的手伸过来，总书记用他有力而温暖
的手一一接过。远处的游客热情欢呼着，习近平频频
向他们招手致意，表达着他对人民的热爱……

历史的瞬间，定格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画面：人民
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

之后，嘉峪关、高台县、山丹县、古浪县、兰州市……
总书记一路走来，人民群众一路簇拥着、欢呼着。

20日中午，临近 13时，习近平总书记结束在中国
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考察，车队驶进高台县的人
民路。

道路两侧，闻讯赶来的群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
“总书记辛苦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呐喊声响彻云霄。
总书记临时停车，下车走向人群，数千群众围拢

过来，握手、挥手，短短几分钟，人民路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微信上飞快传递着总书记同大家握手的照
片，没能赶到现场的网友感慨：“隔着屏幕都激动”，

“发自内心的爱”……
在山丹，总书记正在培黎学校考察，乡亲们赶来

并静静等候在培黎学校的大门外。当总书记考察结束
准备离开时，聚集在校门外的群众爆发出阵阵欢呼
声。看到这一幕，总书记停下脚步，高声向群众问
好，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

在兰州，考察黄河治理兰铁泵站项目点后，总书记
正要上车，看到街道对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总书记绕
过车，走到街道中央，隔着护栏向群众挥手……

一路上，人民群众的质朴和对领袖的热爱让人动
容，总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也感染着人民群
众，包括身边的每一位同志。

不封路、不扰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
大后给考察出行定的一条规矩。敦煌莫高窟、嘉峪关
关城，游客参观游览并没有因考察而受影响，还有不
少观众同总书记一道听讲解。黄河岸边，听取黄河治

理和保护工作汇报时，旁边的街道上车流不息，市民
往来如织。

网上因此有了总书记各个视角的照片，俯拍、仰
拍、侧拍，有的群众一手举手机，一手同总书记握
手，留下了宝贵的自拍照。一些群众为能同总书记握
手而跳了起来，有的还流下了热泪。几乎所有照片，
总书记都在微笑着……那是人民领袖面对人民的表情。

在建党近百年的历史时刻，人们都在追问：中国
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以
行动告诫全党：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无论走多
远，中国共产党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
民爱民的本色永远不能褪色。

从陕北小村庄梁家河走来，一步一个脚印，他熟
悉老百姓。每当面对群众，总书记总是谦虚地说，我
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古浪县富民新村李应川家唠家
常，听说李老汉养了羊，习近平总书记问，是小尾寒
羊吧？乡亲们一听就知道总书记是“内行人”。八步沙
林场，习近平总书记拿开沟犁干活，林场职工一看动
作，就断定他是“老把式”。总书记曾叮嘱地方官员，
不要上下糊弄“堆盆景”，我在地方工作多年，一眼就
能看出来。

黄河岸边，市民们讲起了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
幽默地说，你们幸福的一个原因还有兰州拉面。几十
年前梁家河的老百姓最大的心愿是“能吃顿肉”，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惦念着。正是因为这种对人民的深厚情
怀，党的十八大后，他决心让全国贫困群众都摆脱贫
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实施脱贫攻坚，书写了人类反
贫史上难以置信的奇迹。他说，我强调钉钉子精神，
这件事我也要以钉钉子精神去抓。

这一次，总书记在富民新村看望了从山区移民搬
迁下来的乡亲们。李应川一家一五一十给总书记汇
报，医保、社保、蔬菜大棚的政策补贴……数着数着
眼泪都要落下来。李老汉还珍藏着山上的土坯房老照
片，今昔对比，直感叹日子太幸福。总书记说，“你们
高兴，我们也高兴，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
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
事业。”

第二天的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提到了李老汉一家，提到了朴实的乡亲
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这个船啊，有人民的海
洋牢牢托着。永远不要失去民心，永远要想着给老百
姓办事，共产党要做的就是这个事。”

人 民 领 袖 爱 人 民
金 宁

本报澳门 8 月 25 日电 （记者毛
磊）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 25
日举行。作为唯一被接纳的候选人，
贺一诚以392票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第五
任行政长官人选。

上午 10 时，选举投票在澳门东亚
运动会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400
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全部到
场，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根据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选举
法》 规定，须有全体选委会委员的三
分之二到场投票选举方为有效；候选
人得票数超过选委会全体委员的半数
方可当选。

经过1个多小时的投票和点票，经
核算无误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
管理委员会主席宋敏莉宣布：贺一诚
当选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
选。贺一诚共获得392张有效选票，得
票率为 98%。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候
选人的监票代理人和媒体监督下，整
个选举过程井然有序。

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经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候任行政长官。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自
2019年12月20日至2024年12月19日。

宋敏莉宣布选举结果后，贺一诚
来到投票现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
的委员们以热烈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贺一诚向选委们致谢并发表当选感言。

贺一诚在感言中郑重承诺，将全
力以赴推进“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伟大实践，坚定不移
地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履职施政，
团结社会不同阶层和各界人士，以协
同奋进之力量、以变革创新之精神，
落实参选宣言和参选政纲，服务居
民、服务澳门、服务国家。

贺一诚表示，他将坦诚地面对澳
门历史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
紧紧围绕和把握澳门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发展优
势和发展机遇，与全澳居民和衷共济、奋发进取，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将依法加快推进澳门特区政府治理体
系的优化工作和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建设，实现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大人才培养和
关注青年工作，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稳固成功态
势、稳续和谐大局，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

贺一诚 1957 年 6 月生于澳门，曾任澳门特区行政会
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2013年10月，他当
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2017年10月连任。他曾担任第
九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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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 ，
参加俄罗斯“救
世主塔楼”国际
军乐节的各国乐
团为莫斯科市民
进 行 巡 游 演 出 。
俄罗斯“救世主
塔楼”国际军乐
节 23 日晚在莫斯
科红场开幕，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
乐团参加此次军
乐节演出。

图 为 在 俄 罗
斯首都莫斯科的
国民经济成就展
览馆，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乐团进
行巡游演出。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解放军军乐团
莫斯科巡演
解放军军乐团解放军军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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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乱港分子的冲击下，港人最为珍视的法治
和自由被践踏得“一地鸡毛”。美国反华势力作为幕后
黑手，不但台面上摇旗助阵说三道四，而且私底下出
钱出力出谋划策。他们是如何一步步介入香港暴乱
的？暗地里的交易外界不得知，仅从公开报道中，已
经可以略窥一二。我们不妨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

据香港 《大公报》 调查，充当反修例急先锋的团
体“香港人权监察”，自 1995 年开始接受美国国家民
主基金会 （NED） 拨款，多年来合共达 1500 多万港
元。据香港 《文汇报》 报道，自 1995 年起至 2015 年
初，NED通过其下属机构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累
计资助总额超过395万美元。2018年，NED对外公开
的数据显示，在对所有国家的拨款中，中国居首位，
达650万美元！

这些数字仅是冰山一角，因为该基金会的大多数
支出“过于敏感”并不公开。NED 号称是非政府组
织，但与美国国会和情报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
多起“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纵观香港近年来的游行示威，查阅反对派的公开
足迹，可以发现 NED 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
如，李柱铭、罗冠聪等反对派5月跑到美国，在NED
参加论坛研讨并发表煽动性演讲，乞求干预香港修
例。当时，NED亚洲项目负责人毫不遮掩地对罗冠聪
说，从 2014 年到 2017 年，每年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该怎样帮助你们？此后
香港事态果然升级，游行转为暴力愈演愈烈。

颇为讽刺的是，在暴力乱港如火如荼之际，罗冠
聪却悄然飞往美国，开始他的耶鲁学习生活。有网友
一语道破，这是“去美国主子那里邀功封赏了”。美国
为了遂行干涉策略可是多管齐下，对乱港分子和反对
派既有真金白银的投入，也提供所谓外交和舆论支
持，以及其他各种好处。比如通过留学操作解决其后
顾之忧，不定期邀请赴美增加国际曝光率，赴港时接
见为他们“加油打气”等等。总起来说，出手大方，
花费的资金、投入的资源真是不菲。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占中三丑”到如今
的“祸港四人帮”，擅长内外勾连告洋状，鼓动暴力祸
港乱港。例如，“维基解密”证实，香港壹传媒集团主
席黎智英是反对派的“超级金主”，是美国与香港某些
势力的中间人。他在这次反修例中出钱出力，冲锋在
前。正是在有背景大佬的资助、支持和带动下，激进
分子围攻立法会、中联办和警署，殴打警察、路人乃
至媒体记者，祭出燃烧弹、火焰推车和爆炸物，类似
的暴力行径不断升级，直到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一些机构的资助豢养了激进
分子，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怂恿助长了暴力乱港的势
头。就此而言，当前的暴力乱港局面美国“功不可
没”，也正中其下怀。德国《商报》网站近日发表文章
认为，美国在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的同时，自己
却通过建议、行动和金钱来煽动冲突。其实这种伪善
早就被打脸。NED曾信誓旦旦地否认自己插手香港事
务，但随即“维基解密”就公布密电证据显示，美国

国务院、NED资助了香港“占中”游行。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

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
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通过金钱资助顺藤摸瓜，不难
发现基于利益的乱港共谋。香港近期的暴力活动是美
方的一个“作品”，这个判断有坚实的事实支撑和逻辑
支撑。而美方投入了许多资源和精力持续在“经营”
香港，背后的小算盘也不难猜，那就是获取跟中国博
弈的筹码，说到底，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把香港变
成中国的一个麻烦，进而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发展。

奉劝美方，莫打错算盘。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决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态度坚定不
移。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
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
港。美方应当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
与各种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停止向违法暴力分子
发出错误信号，趁早收回在香港伸出的黑手，不要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美国给了乱港分子多少“赏金”
■ 任成琦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
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发表谈话。

8 月 24 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种单
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行径，违背中美两
国元首共识，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重破
坏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自食其果。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
决心，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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