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香港局势正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
识、最强烈的呼吁。

◎香港局势依然复杂严峻。暴力、违法活动仍没有得到
完全遏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暴徒变本加厉，用丧失
理智的疯狂行为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

◎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与暴力犯
罪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开来。

◎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
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
别是年轻人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
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
解决办法。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决定发展民主政制。阻挠香港民主发展的罪魁祸首不是
别人，正是反对派自己。

◎香港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国家意识的培养，是不是有值
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国民教育和国家意识培养的问题，到
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

▶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3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
言人杨光、徐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
局势的看法并答记者问。杨光表示，
香港局势正出现积极变化但依然复
杂严峻，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重要关头。

关键词1 积极变化

杨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香港
局势正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已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
最强烈的呼吁。香港各阶层、各界别
的代表人士和众多社团、协会纷纷以
发表声明、刊登广告、发表谈话等方
式，共同谴责暴力违法行径，支持警
方严正执法。

他说，8月17日近50万民众冒
着暴雨参加“反暴力、救香港”集会，
场面感人。特区政府和警队坚决依
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截至9月2日
已拘捕1117人，包括涉嫌参与犯罪
的3名立法会议员。林郑月娥行政
长官和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积极与社
会各界展开对话交流，深入了解市民
诉求和期望，及时推出纾解市民和企
业困难的举措。

关键词2 复杂严峻

杨光指出，香港局势依然复杂严
峻。暴力、违法活动仍没有得到完全
遏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暴
徒变本加厉，用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
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种
种事实表明，少数暴徒的所作所为远
远超出了正常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
的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
法律制度下都已构成暴力犯罪，他们
是不折不扣的暴徒。

关键词3 坚定立场

杨光说，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已看
得很清楚，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
的事态已完全变质。少数暴徒用他
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们
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
无关。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
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
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就是要搞乱
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
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
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
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
亡。

杨光指出，所有真正关心香港、
爱护香港的人都应擦亮眼睛、坚定立
场，清楚认识到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
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
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
摇摆。真爱香港，就坚决维护“一国
两制”。真爱香港，就要用实际行动
向一切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挑战“一
国两制”的行为坚决说不！

关键词4 付诸行动

杨光表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
特区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构，
以及社会各界都要切实把“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作为香港当前压倒一
切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守护家
园，人人有责。希望每个爱护香港的
市民都能以自己的行动，自觉抵制暴
力，制止暴力，并自觉支持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警队
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持
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使所
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彰
显法律的公正与威严。特别是对暴
力犯罪的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
者、组织者、指挥者，要追究到底，绝
不手软。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
应快速、果断行动起来。法治之绳不
可松，法治之网不可漏，法治之剑不
可钝。

关键词5 区分开来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
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与暴力犯罪
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
开来。游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
居民的自由。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

数市民包括年轻学生，不管基于什么
原因，也不管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
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参与游行集
会，只要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都是
法律允许的。参与和平游行集会活
动，与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
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
国旗国徽、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
民、严重损坏公私财物、危及公共安
全的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
的。对于后者，必须且只能依法严厉
打击，没有宽容的余地。面对违法犯
罪，执法就是正义，护法就是公义。

关键词6 找准症结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
献策，共谋解决之道。这次风波折射
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
年轻人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
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
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
结，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我们支持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继续通
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和

青年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
解决方案。香港社会非常需要这种
建设性的对话。只要香港社会各界
人士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态积极思
考、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就定能找到
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香港社会化
戾气为祥和。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继续不遗余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
市民。

关键词7 民主发展

对于反对派要求尽快重启政改
落实“双普选”，杨光在答问时表示，
香港的民主制度是在回归祖国以后
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央政府
支持香港特区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发展民主政制。
阻挠香港民主发展的罪魁祸首不是
别人，正是反对派自己。无论将来什
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
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符合基本法，
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关键词8 非常痛心

对于有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参与
暴力活动，徐露颖应询表示，这让我
们非常痛心。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一
些教育界人士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
散播暴力仇恨的种子，鼓动学生罢
课，突破了教师的职业底线，丧失师
德，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应依法给予
严厉惩戒。徐露颖还指出，中央政府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广大教育工作者
和市民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任何人以
任何名义用教唆、煽惑、威胁、引诱等
手段裹挟青年学生参与到激进政治
活动中，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利，还校
园纯洁和宁静。

关键词9 国民教育

对于暴力活动中发生多起侮辱
国旗国徽事件，徐露颖在答问时表
示，我们在强烈谴责极少数“港独”分
子丧心病狂的辱国行为的同时，也要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行为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在香港？也要问：香港
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国家意识的培养，
是不是有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国民教育和国家意识培养的问题，到
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关键词10 中国内政

杨光在答问时还指出，香港回归
后成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
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不得
干涉。3个月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一
些政客不断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可
谓不绝于耳。这些人的目的绝不是
为了香港前途好，只不过是看到香港
出现一些混乱，想趁火打劫，把香港
搞乱，给中国制造麻烦。

他说：“我想告诫这些西方的先
生们，他们这套把戏在别的地方得过
手，在当地留下满目疮痍，但在香港、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用。黄粱一梦，
该醒醒了！”

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绍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并答记者
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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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运高，原名叶茂才，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
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高兴镇合兴村一个农民家庭。红军一
到兴国，16岁的叶运高就报名参加了
中国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积
极投入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运高任红
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连政治
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训练队队
长。长征途中，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
他接受彭德怀军团长交给的紧急任
务，冒着生命危险，一个小时内奔走
20多里，将命令亲自交给中央军委后
梯队司令员邓发，使军委后梯队及时
转移北上，离开了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绥
德分区公安局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卫
处第三科科长。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同康生的
肃反扩大化进行坚决斗争，平反和纠
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党的
优秀干部。1944年，叶运高接手甄
别、审查王遵级“女间谍”案工作，他不
顾个人得失，一次次将甄别结论亲手
送到康生手中，并据理力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运高任冀中行
政公署公安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政
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48年4月，毛
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指挥战斗期间，
在敌机来袭时，叶运高在千钧一发之
际，将毛泽东护送到防空洞后，敌机炸
弹就落到毛泽东住所院内。

新中国成立后，叶运高任原华北
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代部长、部长，原中
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
长、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通
信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后彻底
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9月21日，
他在主持召开总参民兵通信工作座谈
会期间，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江苏省镇
江市逝世，享年65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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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
永不消逝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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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
在广东省番禺县（现广州市白云区）。
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
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考委员会任
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
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
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
察。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家
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出小家
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此后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
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南部无人区
罗布泊。

1964年和 1979年，彭加木两次
到罗布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
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
源，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空白，纠
正了国外探险者对罗布泊的一些错误
认识，实现了“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
布泊发言权”的愿望。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
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
泊科考。6月5日，科考队实现了一个
壮举：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
布泊核心地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
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11日，完成任
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
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队伍预
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
里，顶多需要7天，因此只携带了7天
的水、油等补给。但途中，队伍遭遇了
骇人听闻的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
行进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始变
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
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要花
费六七千元，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
格太昂贵，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
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
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
17日，十点三十分。”直到下午，彭加木
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队报告：
6月17日上午，彭加木只身外出找水，
不幸失踪，随后展开的4次大规模地
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据新华社

少将叶运高：
忠于革命事业

新华社香港9月3日电 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日表示，面对
违法暴力事件的升级，应以法治与对
话手段进行处理。她呼吁，大家要放
下分歧和矛盾，一起努力，让香港走
出目前的困局。

林郑月娥3日上午在出席行政
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
目前首要的目标就是将暴力停下

来，让香港社会早日恢复平静。香
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因此必须以法
治手段处理违法行为，这包括警队
的拘捕、律政司不受干涉的检控以
及法庭的审理。

她表示，特区政府将建立沟通平
台，与各阶层、背景、立场的人士，特
别是年轻人，耐心对话。这需要大家
一起努力，创造和扩大对话空间。

她强调，特区政府在止暴制乱工
作上，其中最坚持的就是“一国两
制”。作为行政长官，她将一如既往
地紧守岗位，带领大家一起努力走出
困局。

在应询回答会否引用《紧急情
况规例条例》处理情况时，林郑月娥
说，特区政府有责任检视现行法例
中能有效处理暴乱情况的适当条

文，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若暴力
消失，便无须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因此她呼吁大众与暴力划清界
线，不要将它合理化，不要让暴力持
续发生。

又讯 香港警方3日表示，从6月
9日至今，警方在行动中共拘捕1140
人，包括2日晚在旺角行动中拘捕
23人。

林郑月娥呼吁：

放下分歧和矛盾，一起努力让香港走出困境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座
岛屿附近2日发生悲剧：停靠
在岛屿港湾的一艘潜水游船

半夜失火，30 多名熟睡中的潜水客受
困。搜救人员已经找到25具遗体，9人
下落不明，而成功逃生的 5 人均为船
员。当地官员说，失踪人员生还可能性
不大，准备接受“最坏结果”。

出事地点位于南加州圣克鲁斯岛
附近海域。圣克鲁斯岛距加州南部海
岸大约50公里，作为海峡群岛美国国
家公园的一部分，是潜水胜地。

圣巴巴拉县治安官比尔·布朗介
绍，游船8月31日从圣巴巴拉县起航，
原定美国劳工节假期过后、9月3日晨

返回，船上有39人，包括5名后来成功
逃生的船员。美国海岸警卫队说，一共
有6名船员。

美国海岸警卫队说，9月2日凌晨
3时 15 分许收到游船发出的求救信
号。警卫队官员说，当时信号较差，
声音不清晰，但队员还是听出具体位
置和火势严重程度，向事发海域紧急
派遣救生艇。

不过，海岸警卫队员没有发现幸存
者。他们在圣克鲁斯岛附近找到4具
遗体，后来又在游船沉没地附近海床上
陆续发现21具遗体，其中16具已被打
捞上岸。

布朗说，游船沉没在海面以下18

米，船底朝上。
火灾发生时，船员睡在甲板上，游

客睡在甲板下的船舱内。5名船员跳船
逃生，被一艘附近的渔船营救。

渔船船主鲍勃·汉森告诉《纽约时
报》记者，半夜听到船舷一侧的敲击声，
发现并救起船员。几名船员随后返回
失火游船，试图搭救游客，没有成功。

汉森说：“那艘船从船头到船尾笼
罩在大火中，隔几秒传出一声爆炸。你
根本料不到发生这样的事，太恐怖了
……火太大，我们根本无法搭手。”

布朗说，潜水设备水肺和船上的丙
烷气瓶可能发生爆炸，不清楚是爆炸导
致起火，还是起火引起爆炸。

海岸警卫队的记录显示，2018年2
月和8月对该船进行的检查没有发现
任何缺陷。2016年和2014年两次检
查中发现厨房温感探测器失灵和消防
水带漏水。游船经营方已经解决这些
问题。

布朗说，事发水域接近消防设施有
限的偏远岛屿；事发时游客在甲板下的
船舱内熟睡；火势迅猛。这三大因素使
救援难以奏效。

驻扎当地的海岸警卫队队长莫妮
卡·罗切斯特推测，有人幸存的可能性
不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燕磊
综合新华社

美国加州南部游船半夜失火
已致25名潜水客遇难仍有9人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