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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万万米米高高空空看看黑黑龙龙江江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60 万米高空看黑龙江》。

穿云俯瞰黑龙江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林海茫
茫黑土龙腾。黑龙江，以一条大江命名的地方，是中国
鸡冠上的明珠。黑龙江地处中国最北方，四季分明景如
油画，冬天是冰雪世界，夏天是避暑天
堂。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荆荆州州城城墙墙：：铁铁壁壁铜铜关关荆荆州州城城

汉江平原西南，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坐落着铁壁铜
关荆州城墙。千百年来，荆州城墙饱经战火洗礼，历尽时
代沧桑，几度被毁，几度重建，如今仍以
其威镇八方的雄姿，屹立在荆江岸边。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中国城墙故事”之荆州城
墙：铁壁铜关荆州城》。

瞰瞰中中国国：：西西藏藏然然乌乌湖湖

然乌湖位于昌都地区八宿县境内西南角，距离县城
白马镇约 90 千米的然乌乡。然乌湖的西南有岗日嘎布
雪山，南有阿扎贡拉冰川，东北方向有
伯舒拉岭，它是著名的帕隆藏布江的
主要源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瞰中国丨西藏然乌湖》。

香港的前
途同祖国的命
运休戚与共，
香港的安宁牵

动内地同胞的心。
5 个多月不断升级的违法暴力行径，严重

冲击香港法治、秩序、民生，严重破坏特区繁荣
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当此紧迫
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重要讲
话，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
强音。这一重要讲话，凝聚了全中国人民期望香
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和坚决反对内外势
力图谋干预、搞乱香港的坚强意志，也寄托着亿
万内地同胞对香港和香港同胞的最大关切。

“痛着你的痛、伤着你的伤”。几个月来，内
地同胞时刻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同胞。目睹
暴徒打砸纵火、瘫痪交通、横行肆虐、践踏法治

的新闻画面，内地民众忧心如焚。近日暴力活
动升级，暴徒制造多起令人发指的恶性犯罪
事件，包括无差别残害市民，致使无辜百姓死
亡，内地同胞更是出离愤怒，同声谴责暴力，
还纷纷上网致哀，发起爱心募捐。香港警队无
惧无畏，坚守岗位，维护社会秩序，守护市民
安全，内地民众给予声援，为他们打气，不让
“香港英雄”孤军奋战。香港被违法暴力推向
极危险境地，香港同胞苦不堪言，亿万内地同
胞自发地以各种方式“力挺香港”，表达对香
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期许。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大量铁的事实表明，
当下香港的“黑色恐怖”背后，有外部势力在兴
风作浪，企图以制造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
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玩弄双标，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引起全中国人民强烈谴责和坚决反

对。内地同胞高度关切香港局势，对香港反中
乱港分子甘当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恶行径
和美西方反华势力公然为香港暴徒撑腰的阴
谋深感愤慨，与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一道，发出
宏大声量，还原事实，揭露真相，凝聚成强大的
正义力量。在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关
乎香港前途命运和同胞切身福祉、关乎“一国
两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包括广大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反华势力及其
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图谋注定失败。

血相融，心相连。回归 22 年来，背靠祖国
强大后盾，香港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
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成果举世瞩目。香
港与国家始终一同发展、共享繁荣，香港同胞
与内地人民始终守望相助、携手并进。这种同
呼吸、共命运的血脉情缘，是任何势力割裂不
了的。每一次香港遭遇困难，无论金融危机，还
是非典疫情，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界都及时援手

相助。这一次，也不会例外。我们清楚认识到，
这次修例风波充分暴露出香港社会存在的一
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需要靠发展解决。国
家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
动力、广阔空间，内地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克难
前行再出发的重要助力。内地各界和广大同胞
始终张开双臂，欢迎香港同胞尤其年轻一代共
同分享发展机遇，携手创造美好生活。

“愿东方明珠重放光彩”，这是内地同胞
真情实意的呼声。心手相连，“14 亿”的力量
是香港度过危机的强大底气。眼前的困难是
暂时的，有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大力支持，有
香港各界的勠力同心，香港定能早日驱除阴
霾、修补家园、重振旗鼓，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与内地同胞心连心、肩并肩、手拉手，一道融
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壮阔
征程，共担历史责任，共享祖国荣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心手相连，“14 亿”的力量是香港度过危机的强大底气

反中乱港势力组织、发动的暴力活动已经
持续 5 个多月了，其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
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已经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
境地。在此紧迫时刻，所有爱国爱港者更应进一
步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团结广大香港市民，按照
习近平主席近期就香港当前局势发表的重要讲
话精神，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与妄图把香港拉
入深渊的一切破坏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香港乱局未已，背后的“庆父”就是反中乱
港势力及各种幕后黑手。大量事实证明，5 个多
月来，香港的激进暴力犯罪活动，离不开美西方
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多次高调接见
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为他们撑腰打气、站台背
书，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为香港乱局

火上浇油。对于暴徒在香港无法无天的暴行，
西方反华势力非但一句谴责也没有，反而予
以美化和支持。美方更炮制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持续向暴力分子发出严重的错误
信号。一系列霸道、卑劣、丑陋的行径，让世人
更加看清美国反华势力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
祉，存心搞乱香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
图谋。

修例风波中，台当局同样扮演了极不光
彩的角色。民进党当局基于选举利益考量，一
再操弄香港议题，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与“港
独”势力相勾结，企图搞乱香港，破坏“一国两
制”。他们置台湾民众安全和福祉于不顾，公
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
供庇护；大打“恐中”“仇中”牌，恫吓民众，煽

动岛内民粹，捞取选举利益。
至于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更是主动充

当外部势力马前卒，不惜牺牲香港社会整体
利益和广大市民安全福祉，包庇纵容暴力，冲
击法治，瘫痪管治，妄想上演港版“颜色革
命”，夺取香港管治权，把香港变成外部势力
颠覆内地制度、干扰国家发展的桥头堡。

岁寒知松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中，香
港的爱国爱港力量始终无畏无惧、挺立潮头，勇
于担当，以各种方式纷纷站到斗争的最前线，是
维护法治、反对暴力、恢复社会稳定的中坚力
量，赢得了香港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香港已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日前，习近平主
席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了重要讲话，为香港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
音。所有爱国爱港者应深刻理解习近平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以坚定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顶
住压力、克服困难，团结最广大香港市民，认清
激进暴力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和实质，继续坚
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
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邪不压正。我们相信，有中央政府的坚定
支持和全国 14 亿人民做坚强后盾，香港社会
必定能弘扬正气，凝聚起反暴力、护法治、保
稳定的压倒性正能量，使香港乱局早日结束，
使“东方之珠”重现光彩。

新华社香港 11 月 21 日电

凝聚压倒性正能量与一切反中乱港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

当前，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央要求，主题教育要创新方式方
法，在运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已有的党员
教育平台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群体党员的实际，
采取生动鲜活、喜闻乐见的方式，用好案例教
育、微信公众号、微视频等新形式，增强主题教
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与第一批主题教育相比，第二批涉及的单
位和人员范围广、类型多、数量大，确保取得实
效的任务更为艰巨。因此，更应该创新方式方
法，研究新形势、分析新情况、适应新变化，运用
互联网、新媒体等形式，增加主题教育的吸引
力、感染力。

从相关报道看，很多单位立足新的实际，不断
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和创新，十分接地气。比如，一些地方把主题教育
课堂搬到村口大榕树下，搬到棚户区改造现场，把
教育内容带到第一线；有的街道“就地取材”，讲活
本地“红色资源”和身边典型案例，增强了教育内
容的亲近感；还有社区充分运用学习强国等平台，
覆盖流动党员，让流动党员不“流失”、不掉队，把主
题教育的覆盖范围大大扩展。

不过，创新主题教育方式方法，不能只是简
单地“移植”创新的“形”，也不能闭门造车，为了

哗众取宠而脱离实际。脱离了具体的业务、生
活，忽视特定党员群体的实际情况，再多的别
出“形”裁也只是花架子。简单移植或哗众取
宠，要么是敷衍应付的“做过场”，要么是表面
文章求表扬，两者的背后都是形式主义在作
祟。今年是“基层减负年”，这类形式主义的
“瞎折腾”，不但起不到主题教育应有的功效，
反而给基层党员干部“添堵”。

创新只是手段，增强主题教育吸引力、感
染力，提升主题教育实效才是目的。距离第二
批主题教育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时间紧任务
重，各参与单位更应该立足实际、聚焦问题、紧
接地气，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创新方式方法，直
面问题，立行立改，集中解决一批“老大难”问
题，实现主题教育真正走实走深。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主题教育要创“新”更要用“心”

江苏
南京将全
市 600 多

个正规洗车网点上网，广西柳州系统性严打
电动车盗窃，天津滨海接连办起老人助餐食
堂，浙江宁海坚持 15 年对群众网上求助“马
上办”……近期，全国许多城市持续在便民
惠民举措方面发力，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把百姓小事当成城市治理大事办。

表面看，这些便民之举皆是琐碎小事，
各地各部门抓细抓小，正是使命所系、职责
所在。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些小举措都
切合城市治理的大主题——南京意在提升
群众出行满意度，柳州旨在维护城市治安
环境，滨海为了完善助老服务体系，宁海是
为了让政务服务再提速。

随着国情世情的变化，空间压缩、人口集
聚的城市，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载体。不
断完善城市治理，既是我党履行为民服务使
命的需要，也是化解“城市病”、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落实便民之举、办成民生实事，就是一点
一滴构建和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
理能力，这是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换句话
说，百姓的日常小事，就是城市治理的大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重视百姓家长里短的
小事，可能造成城市失治的困局。此前，东部某

市，一片居民区紧挨着大货车川流不息的国道，最
近的一栋民房距离国道高架桥面只有十几米。十多
年来，附近居民饱受噪声、尾气污染，房屋墙体开裂
之困。居民向街道反映得不到答复、多次申请拆迁
未果，只能纷纷外迁，留下一片脏乱差的城乡结合
部，至今开发建设停滞，成为一个烫手山芋。小事拖
大，大事可能拖炸。多年来，不少城市群体性事件的
起因可能只是小区停车、物业纠纷、房产纠纷这样
的小事，但是事情没人管或解决不当，就迅速演变
成了影响地方稳定的大事。

每件民生小事背后都有城市治理的大事
可为。街角路牙子高、围栏阻挡居民出行，有些
地方就此开展街巷改造，招募居民志愿者和社
区设计师，建设环境友好宜居街区；老年居民
上下楼不方便，带来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需
求，更成为许多城市拉动市政投资、培育市民
自治的机遇；年轻人加班没地方吃宵夜，催生
了“夜经济”需求，带来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远见的城市管理者，决不应忽视市民个
体琐碎的诉求，需要转变观念、转换思维，善于
从民生小事中见微知著、见叶知秋，对风险隐患
防微杜渐，对需求善加引导，协调市场、社会、市
民多方，实现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得更深，坚
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莫嫌事小、枝叶关情，
民有所呼、治有所应，这是城市应有内涵和品格。

（本报评论员杨绍功）

把百姓小事当城市治理大事

主题教育应当要创新方式方法，

一些地方把主题教育课堂搬到村口

大榕树下，搬到棚户区改造现场；有

的街道“就地取材”，讲活本地“红色

资源”和身边典型案例；还有社区充

分运用学习强国等平台，覆盖流动党

员，让流动党员不“流失”、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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