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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七一”将至，庆祝回归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维港两岸主要
建筑物上空，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鲜艳夺目。23 年前，
香港重回祖国怀抱，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23 年后，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行将出台，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打下坚实
的法律基础和安全保障，香港踏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尽绵薄之力宣讲香港国安立法意义

香港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痛感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
混乱，认为根源之一在于对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认识不足，
于是组织起来撰写文章宣传宪法、基本法。

“我们有近 200 位成员，核心骨干 50 多人。从 2017 年底
到现在，我们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我自己都有 500 多篇
了。”说这番话的是陈晓锋，一位勤奋而又勇于发声的法学博
士，香港青年评论员组织“就是敢言”的执行主席。

仰头回想了一下，他再次肯定：“对！从博士毕业后一直
坚持写，香港《文汇报》每周一篇，《信报》每月一篇，还有很多
给网络平台的文章。”

陈晓锋和他的同伴多数有法律背景。在他们看来，要保
障“一国两制”走得坚实，法治基础必不可少。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他们对中央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极表赞成，用多种
方式、多种途径阐释国安立法意义，驳斥别有用心的歪曲。

他和同伴们组织了一个国安法宣讲团，不仅联系了一个
固定会场每周宣讲，还主动到香港各区进行宣讲。

“最骄傲的是为近 100 位校长和老师宣讲。”陈晓锋说，他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讲起，讲内地科技的发展，讲互联网、
人工智能，再联系基本法、香港国安立法，讲香港的未来。“效
果很好，好几位校长联系我去他们那里讲。”

“我们也在寻求更适应青年的方式，拍视频、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他告诉记者，他自己经营着“晓锋说”社交媒体账号，
最新一期内容是请一位空手道选手进行对谈，讲新冠肺炎疫
情下如何办班、创业，给香港青年传递正能量。

像陈晓锋这样自发、主动、积极为香港国安立法发声的热
心人士还有很多。冼国林，《叶问前传》电影出品人、咏春拳传
人，就是其中一位。

“全国人大的决定公布当天，我给好几位朋友打电话，一
句话‘我的愿望实现了’！”冼国林对记者谈起当时的情形，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

“修例风波”期间，香港“黑暴”横行。愤恨之下，年逾六旬
的冼国林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冼师傅讲场”，剖析事态，分析形
势，有理有据驳斥乱港分子的歪理邪说。

冼国林的“讲场”没有以“力”服人的霸道，有的却是以“理”
服人的春风化雨。他在一期节目中就曾呼吁：中央应将国家安
全法在香港实施，应在港设立专门机构，惩治乱港分子！

“冼师傅讲场”在视频网站上的订阅数已达 12 万。在他
最新几期阐释香港国安立法意义的“讲场”评论区里，夸奖、感
谢的留言令人感动，更令人振奋：“好多谢您尽心尽力为香港”
“好好的一个香港变成今天这样，真可悲。支持香港警察，严
正执法，还香港社会繁荣安定”“多谢冼师傅辛苦找资料，解释
给我等普通市民知道”。

在众多热心人士积极发声的同时，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主
动为香港国安立法建言献策。其中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
区各级政协委员，有立法会议员、商界和教育界人士，还有不
少法律界人士。

记者获得一份香港退休警官任达荣和退休裁判官黄汝荣
联合撰写的意见书。在“修例风波”期间，黄汝荣积极发声反
对“黑暴”，制作了多集系列视频，从法律角度批驳反对派混淆
是非。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后，他为之振奋，与老友一起悉心

研究，形成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意见书交给有关部门。意见书
以严谨、细致的法律语言，从国家安全法、执行机构及执法、司
法、支援法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字里行间，拳拳
爱国之心令人感佩。

“香港国安立法对爱国爱港力量是一个巨大鼓舞，意义重
大。”黄汝荣对记者说，“我们愿尽绵薄之力，帮助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法未来在香港顺利实施。”

真金白银给香港未来投下信任票

“国安法对香港未来好不好，楼市走势可以说明问题。”施
永青是香港房产中介机构中原集团的主席。在他看来，身体
比嘴巴诚实，“买不动产就是给香港未来投下信任票，是用真
金白银投票”。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以来，香港楼市平稳，还出现了一
个小高潮。“那几天新盘销售很旺，还带动了二手市场，属近月
罕见。”施永青分析说，这里面有很大原因是很多人相信，国安
法实施以后香港将重回稳定，有条件发展得更好。

“有了国安法，搞破坏那批人就不敢再那么放肆了。”施永
青找过不少人了解想法，他自己也很注重观察和分析。“你看，
国安法的消息出来以后，反对派尽管还在号召搞什么‘遍地开
花’，但参加的人很少，搞不起来了嘛。”

他认为，经历了“修例风波”，香港民众认识到了社会混乱
给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厌恶“搞事”的人，支持香港国安立法
带来震慑作用。“重回稳定以后，香港还是一个宜商宜居的城

市。”
说起香港国安立法的稳定人心作用，50 岁的瑞士人安德龙深有

同感。三年前，他来到香港从事金融咨询工作，那时他认为香港稳定
繁荣，充满机遇，而且生活便利。然而，“修例风波”的连串暴力事件
让他一度想要离开香港。

“我们金融行业一直都在寻找稳定的市场，我们需要能够长期保
持稳定的营商环境。如果不是这次有了全国人大的决定，我几乎都
要下定决心离开香港了，我无法留在一个面临着恐怖主义和‘颜色革
命’威胁的地方。”安德龙说，他希望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
香港能够尽快恢复和平和法治。

“可以说，香港获得了新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安德龙说，作
为连接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桥梁，香港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独特
优势，并且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投资者将对香港更加有信心。“我也愿意继续留在香港工作和生活。”

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凝聚人心

“我在中东地区长大，动荡、恐怖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我。我喜
欢香港这个安全的城市，没想到去年又感受到了那种暴力带来的
恐怖。”从事珠宝行业的伊兰来自以色列，已在香港生活 18 年，娶妻
安家，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

让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黑暴”对孩子的威胁。有一次，开车接送
孩子时，他遭暴徒堵截，车辆险些被暴徒投掷的杂物砸中。“为了保护
家庭和下一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些什么。”从那以后，他多次主动
参与清理路障和清除涂鸦的活动。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后，伊兰深表赞成：“自由社
会和健康营商环境都以安全和法治为基础。香港国安立
法有助于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保障市民的权利和自
由。”

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指责，他认为只能说明他们的伪
善。“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以色列有，美国
有，西方国家都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香港为
什么不能有？他们就是双重标准。”

伊兰相信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后，香港一
定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爱这座城市，我希望
这里早日恢复她的魅力。只要是真的生活在这里的人，都
会这么期望。”

“东方之珠”蒙尘一时，终究会被荡涤一新。23 年前，
众多西方媒体曾迫不及待地给即将回归的香港签下“死亡
证书”。23 年过去，香港经济自由度、法治基础、国际竞争
力根基犹在，创新活力日新月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愈加
稳固。展望未来，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护持下，喧嚣
混乱必将过去，香港定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人心往回拉，一步一步去做。”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陈勇
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将奠定香港重新出发的基础，
未来爱国爱港力量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凝聚人心上。

“现在大家心气很足。”陈勇说，“无论是派发口罩还是
征集支持国安法签名，大家都抢着去。”

他介绍说，董建华、梁振英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特
区前行政长官牵头成立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已做了很
多工作，重点之一是推动香港社会保经济、保就业。“我们
开了多场咨询会，推动企业保就业。这方面尤其得到了
中资企业的大力支持，他们带头承诺不裁员，起到了标杆
和示范作用。”

在港直接和间接雇员达 3 万人的中国海外集团是香
港最大的工程建设企业之一。集团副总经理冯海洋告诉
记者，在特殊时期，中资企业一定要发挥稳定作用。他们
一方面确保不裁员，另一方面抓紧复工复产，目前在建工
程绝大多数已抢回了被疫情耽误的进度。

修复社会裂痕，争取人心回归，青年工作是重中
之重。

“再出发大联盟专门建立了一个平台，为疫情下香港
青年寻找就业机会和实习机会。”陈勇说，香港经济受到
疫情打击，商界对接纳曾参与“修例风波”的青年也有疑
虑，但青年是香港的未来，要帮助他们找到出路。

“我们推动香港本地企业设立实习岗位、临时岗位，
让青年获得职业经验。疫情缓解以后，还会与粤港澳大
湾区企业对接，给香港青年争取更多实习和就业机会，也
让他们感受内地广阔的发展机会。”陈勇说。

陈晓锋以亲身经历说明，爱国情感既来自于五千年
绚烂文化的自豪，也来自于对内地发展的认同。他自己
就在深圳创业。“那种创业氛围，那种勃勃生机，让你深感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

正像陈晓锋为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年所创作歌曲
中所写的：“诞生于震撼风云时代的变革，眺望维港回忆
狮子山下，世纪变幻许多故事在此出发……在风云变幻
的大时代，只有融入国家才有大的胸怀和格局。”

正如来自以色列的伊兰所说：“希望香港整顿教育系
统，让下一代了解国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认同自
己的祖国。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走到哪里都不
会受到尊重。”

（记者王旭、方栋、郜婕） 新华社香港 6 月 29 日电

回归祖国廿三年 香港凝心聚力再出发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温馨、成欣）针对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近日再次诬称中方隐瞒新冠肺炎疫情，并称这与中方“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不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 日
说，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应对疫情烂
至如此程度，既让人费解，也令人深思。奉劝蓬佩奥等美国政客
尽早把应对美国国内疫情、挽救人民生命放在首位，不要再胡言
乱语、欺骗世人。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抗疫方式：一种是“生
命至上”，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暂停社会和经济运行，果断
采取隔离等措施，遵循世卫组织的专业建议，科学施策，阻断病
毒传播，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上到 108 岁的老人，下至出生
仅 30 个小时的婴儿，我们都全力救治，中国抗疫效果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政治私利至上”，为此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

“甩锅”推责，从而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
害，经济陷入衰退，引发社会动荡。根据今年 5 月美国媒体有关
统计数据，美国 31 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
养老院。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交出的抗疫答卷经
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赵立坚说，中方多次以时间线的方
式介绍了中国抗疫的举措和成效，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抗疫的历程。
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中方丝毫不放
松、不懈怠，及时扑灭新发疫情。近期北京新发地发生聚集性
疫情后，北京有关部门迅速投入战“疫”，第一时间组建检疫

检测组并全面启动核酸检测工作，截至 28 日已累计完成采
样近 830 万人，完成检测近 770 万人，多措并举迅速有效控
制疫情。

赵立坚说，反观美国，当前累计确诊病例已近 254 万，累计

死亡病例近 13 万，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 387 人，这些数据分别
是中国有关数据的 30 倍、27 倍和 129 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美实际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是
目前已确诊病例的 10 倍多，即感染人数或已超过 2000 万。近日
美国疫情强烈反弹，6 月 27 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4 . 4 万，
再创历史新高，这表明美方“甩锅”推责根本没有用。“中美到底
谁坚持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答案一目了然。”

赵立坚说，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时，当时美国公开确诊病
例只有 1 例。2 月 2 日美国对中国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
诊病例只有 11 例。根据公开报道，加拿大、法国、俄罗斯、澳大利
亚、新加坡、日本等多国的统计数据均表明，有关国家的病例绝
大多数并非来自中国。反倒是《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为什么
美国要对外输出冠状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
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当前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
移民，其中很多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4 月末，危地马拉
政府报告显示，该国将近五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与被美
国驱逐出境者有关，76 名被驱逐者中有 71 人新冠病毒检测呈
阳性。

“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应对疫
情烂至如此程度，既让人费解，也令人深思。”赵立坚说，“我们
向被病毒夺去生命的美国人民表示痛惜，向抢救生命、遏制疫
情的美国医护人员表示敬意，真心祝愿美国人民早日战胜疫
情。我们再次奉劝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尽早把应对美国国内疫
情、挽救人民生命放在首位，摒弃政治私利高于人民生命的错
误做法，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不要再胡言乱语、欺骗世人。”

外交部：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应对疫情烂至如此程度

美国应对疫情表现既让人费解，也令人深思

▲这是在香港中环拍摄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广告牌（6 月 29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谎言复读机”又开始嗡嗡作
响了——围绕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围绕新疆和香港事务，围绕中
非合作 ，围绕中国发展道路……
近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喋
喋不休，编造、散播了一个又一个
谎言。

作为外交“掌门人”，蓬佩奥本
应以促进美国与他国友好合作为己
任，却一而再、再而三“身份错位”，
以污蔑、抹黑、攻击他国为能事，而
且不听劝说、不知悔改，实在令人
费解。

其实，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那
些“蓬佩奥”牌奇谈怪论，并不能败
坏他国名声，唯一能败坏的只是美
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信誉。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屡创
“新高”，且仍在快速攀升。如果有
哪怕一丁点儿的羞耻感，蓬佩奥们
都应因羞愧而反思。但他在疫情面
前的种种表现，哪里有为美国人民、
为公共利益留下位置？其种种荒谬
言行，无非是想把应对危机不力的
“锅”甩向他国。

对国内民众死活不管不顾，对
其他国家人民更何谈“关切”。正如
美国主流媒体刊文指出的那样，作
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
家，美国通过持续不断地遣返“非法
移民”，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了大
量新冠病毒感染者。

现在，蓬佩奥又拿新疆、香港、
“民主”、“人权”说事，他真的关心中
国人吗？不过是企图向中国泼脏
水、引祸水。

美国历史上是有为中美关系、
为国际合作做出贡献的国务卿的。
历史因他们在关键时刻顺应历史潮
流而记住了他们。历史又将因何记
住蓬佩奥？“我们撒谎、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
取的荣耀”？

无论是国内政治 ，还是国际
政治，均应有基本底线。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美国政坛却出现了这样毫无道德底
线的政客，实在是令美国蒙羞。

（记者杨依军、孙奕）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毫
无
道
德
底
线
的
﹃
谎
言
复
读
机
﹄
让
美
国
蒙
羞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温馨）就美方日前宣布对
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
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
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
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会
得逞。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
日前审议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和有关涉港决议案，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29 日说，无论乱港分裂势力如何叫嚣、无论外部
反华势力如何施压，都阻挡不了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
心和行动。他们的图谋必将失败，有关议案也是废纸一张。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中
方严正立场，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意诋毁香
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赵立坚说，香港国安立法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不得审议推进和实施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更不得
以此为由对中方进行所谓制裁，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
和反制措施。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赵立坚说。

中方决定限制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
外交部：美有关涉港议案是废纸一张

▲ 6 月 28 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散步。
世卫组织确认，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6 月 29 日上午，全球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1000 万例。
新华社发（沈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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