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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1月29日电（记者连锦添、陈然）
美国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香港社会各界团体和人士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
责，指出美方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明目张胆地
干预中国内政，是对民主与人权的极大讽刺，也
将严重影响美国与香港间的经贸关系，并使美方
自身利益受损。

香港民建联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方签署相关
法案，指出美方无视港人多次就该法案提出的反
对意见，一意孤行，是赤裸裸的霸权行为。美方
此次配合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和反对派的作为，只
会更加激化香港局势，最终令美国利益受损。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联署声明，坚决反对
美国有关涉港法案。声明表示，美国反华势力罔
顾香港数月来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多次打
着“人权”“民主”的幌子，制造颠倒黑白的言
论，为反中乱港暴力分子撑腰打气，其根本目的
就是要搞乱香港，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和平
发展。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所有爱国的香港同胞
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暴力，共同维护繁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的

霸道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强烈反对、强烈谴责。声
明指出，全世界都看到暴力破坏令香港成为硝烟
弥漫的战场，但美国一些政客公然为暴徒打砸烧
的恶劣行为护航，是对民主与人权的极大讽刺。

港区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发表声明强调，香
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目前广大香
港市民最迫切、最强烈的愿望是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美方却在此时推出涉港法案，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廖长江会见记者时表
示，美国该法案与人权及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只
会加深误解，对缓和局势没有帮助，实实在在伤
害香港人。他说，香港与美国有紧密的经济合
作，美国在香港获得庞大贸易顺差，该法案生效
必然损害双方多年关系，令美国利益受损。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指出，她曾经在
香港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表明愿意到美国解说
香港情况，但美国方面只邀请香港反对派人士出
席听证会，这反映美方与香港反对派朋比为奸。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唐英

年直言，会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美国这一做法。他
表示，美国自己的事都做不好，却认为有权处理
别国的事，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表示，香港落实
“一国两制”很成功，亦高度重视人权，香港不可
能受制于美国，相信美方涉港法案的实质性威胁
非常有限。

香港中华厂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施荣怀表示，美
方此举是玩弄法律条文，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好处。

美方有关法案同样会损害美国利益。有媒体
文章分析，美国政府经常责备外国“拿美国好
处”，因为对美国拥有庞大贸易顺差，而香港则
是世上少数对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地区。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美国与香港 2018 年货物与
服务贸易额达到 669 亿美元，当中美国对香港贸
易顺差 （香港对美国贸易逆差） 为 334 亿美元，
是美国全球贸易中最大的单一国家或地区顺差。

香港媒体人陈小伟表示，美国商界在香港有
很大的利益，美方把有关法案作为对付中国的政
策武器，但在使用时也需要掂量掂量，这是一个

“自杀式武器”。

香港各界强烈谴责美国涉港法案

美方行径是对民主与人权的极大讽刺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朱基钗） 系统展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思想发展史的大型丛书 《当代中国
学术思想史》，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修订出版。

据介绍，《当代中国学术思想
史》 丛书各卷执笔者均为中国社科
院和全国重点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和
著名学者。丛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学术思

想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回顾、总结
和 反 思 ， 共 涉 及 20 多 个 一 级 学
科，以及部分二级学科和其他专题
显学。丛书自 2008 年启动到 2018
年，前后历时 10 年，共出版 35 部
著作。2019年，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
对丛书进行修订，补充了最近 10
年的研究进展状况，并对之前出版
的内容进行了局部修订，一共推出
20卷。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修订出版
系统展示新中国70年学术成果

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
11月29日，武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将秦巴山连片特困区拉入

全国高铁网，武汉至随州、襄阳、十堰用时均压缩一半。图为列车从丹江
口水库上驶过。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生态修复 太湖更美
江苏省无锡市十几年来先后投资 28.5 亿元专项资金，开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行动。目

前，当地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4.2%。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已成为推动无锡
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图为洒满金色阳光的太湖。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11 月 28 日，主题为“构筑
人道桥梁”的人道交流合作国际
研讨班在江苏苏州大学红十字国
际学院开班。此次研讨班由红十
字国际学院承办，加拿大、伊拉
克及中国等 12 个国家的红十字
会代表及学员共70多人参加。

协同推进人道主义行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陈竺
出席开班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陈竺在演讲中指出，此次研
讨班恰逢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相聚
在一起，是为了致敬付出心血、智慧和生命的先
贤们，致敬红十字运动共同的组织联盟，致敬共
同守望的人道初心。希望大家通过红十字国际
学院这个交流的桥梁和平台，凝聚共识，收获经
验，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进而站在一个新起点推
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展。

陈竺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
复杂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红十字运动成员要彼
此增强沟通交流，充分认识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和
急迫性，重新定义和谋划全球人道事务分工，形
成人道资源多方供给、人道行动协同推进的多元
治理格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秘书长
亚甘·查普干说，国际联合会即将召开第22届代
表大会，大会将通过“2030战略”，将其作为国际

联合会和成员国家红会未来 10 年的发展指南。
国际联合会将继续支持国家红会发展成强大而
有效的本地行动者，激励和动员志愿者开展人道
主义行动。

加拿大红十字会主席康纳德·苏维、伊拉克
红新月会主席亚森·阿拔斯、马海德基金会理事
长周幼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合作
部主管基拉·苏莱曼扬及各国红会代表围绕
“‘一带一路’人道合作”“武装冲突中的人道
主义行动”“亚太地区人道事业的机遇与挑战”
等主题展开分享、研讨和交流。各国红会代表
还参访了苏州红十字社区工作站。

搭建人道事业传播桥梁

此次国际研讨班举办期间，《劫难之后：从

1937南京记忆到1949文明的庇护——纪念日内
瓦公约签署70周年》主题展览在苏州大学博物
馆开幕。该展览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红十字国际学院、江苏省红十字会
和南京市红十字会共同主办。展览分 4 个部
分，依次为“庇护文明的共识”“尊重生命的
人性底线”“跨越国界的人道自觉”“劫难后的
链接”。参展人员将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与
弘扬书写在志愿者折叠的纸船上，并放入“人
道之泉”，希望“用人道的温度，融化间隔的
坚冰”。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期待通
过此次展览，为人道事业搭建传播的桥梁，重
申只有行动才是庇护生命的信条。

图为开班仪式现场。

构筑人道桥梁 加深彼此友谊
——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交流合作研讨班侧记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文/图

链接▶▶▶
红十字国际学院是一所专门致力

于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文
化传播、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的教学科
研机构，今年 8 月 31 日在苏州挂牌成
立。学院建立起包括应急管理、灾难医
学、急救医学、老年医学、社区发展、社
会工作等在内的综合性人道学科体系，
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人道行动方案，
面向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开展人道主
义教育和社会工作技能培训，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

据新华社惠灵顿11月 29日电
（记者卢怀谦） 作为“2019中国新西
兰旅游年”闭幕庆典活动，中国东方
歌舞团29日晚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国家博物馆演出大型舞蹈《中国故
事》，为现场 300 余名观众奉上一场
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视听盛宴。

《中国故事》 不仅在剧情结构、
呈现方式上融入了中国式美学和哲
学理念，在艺术元素应用上，也独

具中国味道。舞蹈选取中华传统文
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青花瓷、茶道、
旗袍、书画、中医和京剧等元素，
呈现出国人眼中的礼仪之邦和世界
眼中的色彩中国。演出结束时，现
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经
久不息。

本次演出由惠灵顿中国文化中
心主办，惠灵顿市政府、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据新华社巴黎 11 月 28 日电
（记者陈晨）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发行的杂志 《世界遗
产》 日前出版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
的专刊，介绍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
以及南亚丝绸之路世界遗产提名项
目等内容。

2014 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
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
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
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
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介绍
说，丝绸之路涵盖了世界文明史上一
些最复杂、最迷人的内容，它也是首
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走
廊”之一。

专刊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形成过
程、南亚丝绸之路世界遗产提名项
目、丝绸之路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特
殊性以及沿途的自然遗产等。

《世界遗产》精选有关文化和自
然世界遗产的文章，以英文、法文
和西班牙文每三个月出版一次。

教科文组织世遗中心发行丝路专刊

大型舞蹈《中国故事》亮相新西兰大型舞蹈《中国故事》亮相新西兰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姬烨、汪涌） 29 日，北京冬
奥组委残奥会部与北京市残疾人联
合会工作对接会暨北京2022年冬残
奥会对外接待展示窗口单位授牌仪
式在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园区举行。

据了解，“北京 2022 年冬残奥
会对外接待展示窗口单位”涉及北
京市的共有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
指导中心、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
资源中心、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
指导中心、北京市残疾人职康托养

中心4家单位入选。
在北京冬残奥会下一步筹办工

作中，将切实落实“开放办奥”的
理念，通过对外展示窗口单位向来
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展示中国残疾人
事业的发展成就，交流工作经验，
增进友谊，北京冬残奥会不仅是全
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也将成为残
疾人事业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北
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负责同志、北
京市残联负责同志、对外展示窗口
单位代表等参加了授牌仪式。

北京冬残奥会对外接待窗口单位授牌

北京迎来最准时初雪
11月29日，北京迎来降雪天气。根据北京气象台消息，14时许开始出

现降雪，截至18时，20个人工气象站中已有11个站点出现降雪，达到初雪
标准。北京常年平均初雪日正是11月29日，这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北京最
准时初雪。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