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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吕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
全权大使兼驻安道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吴海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特命全
权大使兼驻安道尔公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任命唐松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基里巴斯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回看2019年严重冲击香港社会的修例风
波，一组数字最令人痛惜：截至今年 3 月
初，在参与暴乱被拘捕的7700多人中，学生
占了四成，当中逾半是大学生；18岁以下涉
嫌刑事毁坏的被捕人士去年 6 至 7 月占整体
5%，至今年1月已逾50%。

烂漫花季，骤然被卷入腥风血雨；青春
热血，在街头狂飙中迷失了自我……

这些年轻人，是如何被绑架在失控的战
车上冲向悬崖？虚幻的激情之后，有谁为他
们被蹉跎的年华负责？在人生最需要正确引
导的阶段，他们遭遇了什么？

扭曲的教育

2019年10月13日，黑衣暴徒在香港多处
肆意破坏。警察阿力 （化名） 与同事奉命到
地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人群中
突然伸出一把利刃，直刺阿力颈部。

持刀伤人者，竟是一名只有18岁的中六
学生。

一个多月后，病床上的阿力痛惜地对记
者说：“这几个月，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用很
暴力的手段袭击警察、市民，破坏商铺。我
觉得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在修例风波中，青少年是最为狂热的一
群。他们肆意纵火破坏、打砸店铺、毁坏公
共设施、投掷汽油弹、攻击警察及市民。

但荒谬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警方依
法处置后，有学校不但没有批评他们的违法
暴力行为，反而发声明指责“警察违规及越权
的暴力”，呼吁社会各界“接纳”施暴学生。

香港教师中不乏煽暴、纵暴者。香港教
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介绍，香港中小学
校有 6 万多名教师，其中不乏一些思想比较
激进的教师，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较大。他
们利用讲台进行政治宣传，蛊惑部分心智尚
未成熟的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走上街头。其
中最暴戾的成员更被培养成不辨是非、蔑视
法纪的“勇武”之徒。

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部门统计，自去年
6月至今年 1月底，共接获 171宗有关教师有
可能涉及专业失当的投诉，大部分涉及发表
仇恨、诅咒等不当言论。一名中学助理校长
竟诅咒“黑警死全家”“警察子女活不过七
岁”。香港舆论称，这是“教育界之耻”。

作为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
员最多的组织，香港“教协”长期被反对派
势力所把持。该组织头目叶建源曾经表态支
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港独”，将其美化为

“有主见、有个人见解及关心时事”。
“如果说香港的教育‘病’了，那么首先

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
院原副院长顾敏康撰文说。

教育者之外，教学内容也问题重重。“香
港缺失正面引导的国民教育，却充斥着反对
派负面宣泄、充满仇恨的‘教育’。”将军澳
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通识教育在回归后成为香港高考必考科
目，却变为香港无良教师错误引导青年学生
的平台。

随手翻阅一些通识教育教材，赫然见到
的是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
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对内地进行丑化污名
化……有些教师自主编写的通识科教材，已
经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文宣品，被用来煽动学
生参与激进违法行动。

中国历史教育的不足和扭曲同样影响深
远。2000年起，中国历史科曾长时间不再是
香港学校的必修科，许多香港青年是在模糊

了历史根脉、淡忘了历史兴替的课程框架里
长大。

“一些在港英时代成长起来的教师，本身
没有经历过爱国教育和中国历史教育，对历
史和国情了解肤浅，甚至充满负面认知和偏
见。他们对历史的阐述、对学生的引导，助
长了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香港培侨中学教
师穆家骏说。

香港时政评论员屈颖妍指出，有香港初
中教材，“南京大屠杀这段‘国仇’只有 75
个字，大跃进、‘文革’那段‘家恨’却用了
18页。于是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香港年轻
人举着英、美国旗都不脸红”。

煽暴的网络

2019年六七月间，香港部分反修例示威
者与执法警员发生冲突，随后部分警员的个
人及亲属信息在网络上被公开，包括警员及
其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

有警务人员说，自己及家人收到大量滋
扰、恐吓来电及短信。据统计，短时间内移
送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个案即达150宗。

在修例风波中，香港一些网络论坛和社

交媒体沦为滋生暴徒的温床、教唆暴行的课
堂，成为最大的乱港祸源。面对伴随互联网
长大并对其依赖极深的香港青少年，只要通
过种种手段抓住网络话语权，不断单向迎合
他们的趣味喜好，激发他们的偏激与仇恨，
就能诱捕他们的心灵，煽惑他们横行街头。

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近九成香
港青年拥有智能手机，并平均每日使用3.5小
时。以Facebook（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
香港青年最常使用平台，接近一半香港青年以
此作为获取公共事务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在香港推特、脸书、优兔等社交平台
上，谣言无成本，谎话满天飞。“警察性侵被
捕女子”“警察卧底扔燃烧弹”“8·31港铁太
子站死人”……网络谣言将部分不明就里的
年轻人推进莫名的“复仇”情绪中，失去了
理性思考和独立判断。即使警方及相关部门
拿出证据，证明网络传言纯属子虚乌有，煽

暴分子仍在网上继续传谣，还在线下装神弄
鬼，搞“祭奠”活动。

恶意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是煽动暴
力、激发仇恨和恐惧的最常用手段。8 月
间，一些被恶意修改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流
传。一张图片显示，一家人在沙田新城市广
场被防暴警察追打。而警方在记者会上播放
的视频却清楚显示，警察是在护送他们到安
全地方。那家人后来公开感谢警方对他们的
保护。

在警方播放的示威现场视频中，一名年
轻人突然跳桥，多名警察及时拉住他，避免
了一场悲剧。但是，这一事件在网上却被描
述为“警察把年轻人推下桥”。

暴力教唆在网络上不以为怪，甚至激变
出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恐教学。以“连
登”网上讨论区和“电报”为代表的社交媒
体，已成为“黑色恐怖”的策源地和指挥
所、暴行教唆大本营。

登录这两个网络平台，煽暴帖文扑面而
来。想要自制攻击性武器并正确使用吗？这
里有图文或视频教程，“手把手”教你如何制
作并使用燃烧弹、烟雾弹、简易炸弹、腐蚀
性液体弹。此外还有“打狗棍”、弓箭、改装

弹弓……黑衣暴徒袭击警察、围攻机构时的
“十八般兵器”，在这里都能找到“教战手册”。

“香港网络舆论环境特别恶劣。”香港青
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感受颇深。

“反对派在流行网络上如鱼得水，各种造谣诬
蔑的东西都畅通无阻。”

黑手、“明星”与“炮灰”

2014 年 10 月，一个未满 20 岁的香港青
年，登上美国 《时代》 杂志封面，配发文章

“抗争的面孔”。从那时起，“港独”分子黄之
锋的人生如同进入“高光时刻”，被打造成了

“政治明星”。
在始于 2019 年 6 月的修例风波中，与黄

之锋一道成为反中乱港“急先锋”的“明星
级”人物，还有岑子杰、刘颕匡、陈浩天、
区诺轩……在媒体的镜头和麦克风前，他们

声嘶力竭地鼓动煽惑，血脉偾张地打砸冲
撞。对于一些未谙世事的香港年轻人甚至未
成年人而言，追随他们如同追星一般刺激。

而隐在这些暴力“急先锋”身后的，是
另外一串罪恶的名字：被称作“叛国乱港四
人帮”的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
仁，以及其他反对派阵营的头面人物。

这些幕后操纵者勾连外部势力，极力将
黄之锋之流树为标杆，通过他们向香港青少
年灌输“违法达义”“公民抗命”等概念。他
们炒作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引发年轻
人的不满，诱导他们疯狂“揽炒”，误导他们
自以为是从事一项“崇高”事业，是以另类
方式“救香港”。

他们千方百计粉饰甚至美化暴力，鼓吹
“有理”就可以胡作非为，而无需负上法律后
果，一步步诱导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形成“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事逻辑。经过反中
乱港势力“洗脑”的部分青年，在一次次暴
力事件中蜕变成自私狭隘、自我封闭、仇视
社会的黑衣暴徒。

去年11月，包括一些学生在内的黑衣暴
徒占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
占据桥梁向交通要道投掷物品，朝警方投掷

汽油弹，手持弓箭与警方对峙，把校园当作
“战场”，香港中文大学甚至被社会称为“暴
大”。但该校学生会会长竟然叫嚣：“我觉得
这个 （称呼） 是对中大学生的肯定，我都以

‘暴大’为荣。”
“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守法，便先

学了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梁美芬直言，以所谓“违法达义”将
犯法方式“浪漫化”“英雄化”，诱导了许多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

为将香港青年牢牢绑架在失速的战车
上，反中乱港势力极力为违法开脱、为犯罪
张目。他们诱骗年轻人“留案底令人生变得
更精彩”，唆使他们漠视法纪，冲击警方。

1990年出生的香港社工黄晞华一直以冷
峻的目光关注整个修例风波，他指出：“香港
一直以法治备受赞誉，生于斯、长于斯的香
港青年不会不明白法治对香港的重要性，但
在‘正义无错’论背书下，他们知法犯法。”

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举国欢庆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香港荃
湾，大批暴徒大肆袭击警务人员。现场视频
显示，一名戴蓝色手套、手持盾牌的暴徒，
挥舞手中铁棒疯狂击打警务人员，警员被迫
开枪击伤了他。这名中枪者只有18岁。

任何稍具常识和理性的人都知道，暴力
冲击政府会受到严厉惩罚，袭击警察更是重
罪。反中乱港势力却教唆年轻人当“义士”

“烈士”，去冲击政府、袭击警察、堵路纵
火，千方百计制造流血事件。这名18岁的中
学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为了“炮灰”。

“其实，现在的香港，哪里有什么‘违法
达义’？对于那些被外部势力包装、豢养的政
治人物而言，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其实是‘违
法达利’。”一位政治评论员如是说。

幕后操纵者和“政治明星”们有无良律
师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千方百计规避法律禁
区，更有境外势力各种政治利益和金钱的馈
赠。而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得到的却是铁
窗、眼泪，前途尽毁，心理上的摧残也许要
陪伴很多人的一生。

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出，在反
修例示威冲突中，一些暴力事件本质上已具
有“本土恐怖主义”的行为元素。但是，社
会部分人不但不谴责，反而将暴力行为“英
雄化”“浪漫化”，推他人犯案而自己坐享政
治红利。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
政长官梁振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年轻人受“大
台”（组织、操纵者）误导，被捕才知道成为“炮
灰”，而“违法达义”从来只是政治骗局。

（新华社香港5月8日电）

当青年被绑上暴力战车
——香港修例风波回望之二

新华社记者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5月8日13时49分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汪江波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日
前，经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
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 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
国上下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
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各地各部
门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抓紧抓实抓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
防控策略，坚持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有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
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意见》 要求：一要坚持预防为
主。二要落实“四早”措施。对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早发现、早报告。迅
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落实早隔离、
早治疗措施。三要突出重点环节。在

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分类有序开放
公共场所，加强社区防控，继续做好
医疗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
等重点机构疫情防控，指导老年人、
儿童等重点人群做好个人防护。四要
强化支撑保障。加快检测试剂和设备
研发，提高核酸检测能力，扩大检测
范围，对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其
他人群“愿检尽检”。要发挥大数据
作用，推动各地落实“健康码”互通
互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 5月 8
日 13 时 49 分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
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2时 21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控制
试验船完成返回制动，进入返回轨道。13 时
33 分，服务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13 时 49
分，试验船返回舱安全着陆。搜救分队第一
时间发现目标并到达着陆现场开展处置，经
现场确认，舱体结构完好。

试验船于 5 日 18 时，从文昌航天发射场
发射升空，在轨飞行 2 天 19 小时，完成了多
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验证了新一代
载人飞船高速再入返回防热、控制、群伞回
收及部分重复使用等关键技术。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面向我国载人月球探
测、空间站运营等任务需求而论证的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具备高安全、高可靠、模块化、多任务、可
重复使用等特点，可提高我国载人飞船的乘
员人数和货物运输能力。试验船采用返回舱
与服务舱两舱构型，通过配置不同的服务舱
模块来适应近地空间和月球探测任务。

从轨道设计到预案制定，从发射入轨到
成功返回，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创新多项
飞控技术，为试验任务圆满成功提供了坚实
保证。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运行轨道首次采
用远地点 8000 公里的大椭圆轨道。在轨运行
时，采用全新的自主轨道控制和返回预测制
导控制模式，轨道设计极为复杂，具有很高
的控制难度。

为保证其安全性和稳定性，北京飞控中

心周密设计了一套轨道控制方案，当自主轨
道控制不能满足要求时，随时可以转入地面
控制模式进行应急轨道重构，为试验船保驾
护航。

由于取消自主轨控的时机不确定、故障
入口多、处置时间紧，对飞控团队的应急重
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随时可
能发生的异常状况，北京飞控中心分析了几
十种基于能量优化和准确着陆返回的轨道重
构控制策略，大大提升了应急情况下快速进
行地面控制的能力。

试验船返回控制关系任务成败，不同于
以往载人飞船采用的标称轨道模式，此次试
验船返回舱再入返回过程采用自主预测制导
方法进行返回控制。自主预测制导模式下，
试验船会根据自己当前所在位置对轨道不断
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

面对目标轨道的不断变化，还要保证返
回段的测控站能够准确捕捉到目标，北京飞
控中心根据试验船实时下传的倾侧角修正量，
制定了试验船动态引导方案，并依据实时数据
测算，精准引导测控站对目标进行跟踪。

尤其是返回舱从出黑障到落地，仅仅几
分钟的时间内，北京飞控中心快速精准做出
最后一次落点预报，对测控站和空中搜索分
队进行引导，为任务的成功提供可靠保障。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异常，飞控团
队针对试验船设计了 300 多个预案故障模式，
60 多次应急过程推演串讲和联调演练，全面
验证方案正确性，还结合联调开展专项岗位
训练和考核，关键岗位优秀率全部达到100%。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5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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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大家在发言中对我

国抗击疫情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中共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
署表示赞同，并就继续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等提
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
真研究吸纳。

习近平强调，在疫情防控斗争
中，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
行动，各地区各部门立即响应，打响
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调集
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
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
程度提高了检测率、治愈率，最大程
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我们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
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
严密的防控体系，全国各族人民都以
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了这场疫情防控斗
争，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我
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
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了抗击疫
情强大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
精神、中国效率。我们统筹运用综合
国力，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

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
战。我们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到一
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
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及时推出
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
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多条技术路线
的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各族
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
扬，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铸就起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
充分展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
意义，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强大力量。我们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主动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彰显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
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
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
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
一些短板，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

体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完
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暴
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
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
始终存在。要精准有效做好外防输入
工作，抓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和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加
强宣传引导，强化群众的自我防护和
管理意识，严密防范疫情出现反弹。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3点希望。一
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四个自
信”，继续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
共克时艰。二是继续为防疫情、促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加
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提出真
知灼见，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三是协助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密切关注社情民意，及时
开展解疑释惑工作，讲好中国抗疫故
事，发出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黄坤
明、蔡奇、尤权、王毅、肖捷、赵克
志、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
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谢经
荣、邵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