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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
这是“一国两制”制度题中应有之义，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发展民主制度不可背离的根
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修订案，对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
完善，标志着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法律
化、制度化。从此，反中乱港势力将被排除
在特区治理架构之外，国家安全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权安全将得到有力保障，香港
民主制度将迎来风清气正的新发展阶段。
　　治国理政者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国家，这
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政治伦理，也是包括西方
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设计中普遍
遵循的原则。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从政者必须爱国爱港，这是宪法和基
本法的根本要求。但近些年，香港政治体
制的运作出现偏离甚至损害国家利益、损
害“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苗头和迹象。
  一些“港独”分子和本土激进分离势
力，在美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煽动下通过选
举“上位”，利用官方资源和平台肆无忌惮
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抗拒中央管治，阻挠
特区政府施政，损害民生福祉，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他们甚至与外部敌
对势力勾连，企图通过操控选举夺取特
区管治权。这些反中乱港活动，严重损害
香港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严重挑战宪
法、香港基本法权威，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和香港繁荣稳定，为害甚烈、民怨甚大。
如果置之不理、放任自流，香港危矣。
　　“一法霹雳安香江，选规厘定护远
航。”针对反中乱港势力的挑衅和危害，
中央当机立断，先后两次出台重大举措。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终结了香
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不设防”状态。
这一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
+修法”方式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最直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有效弥补香港选举制度中存在的漏洞
和缺陷，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
任，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稳定地占
据压倒性优势，确保反中乱港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进入
香港特区政权机关。
　　根据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
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
委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确保有关候选
人既符合参选年龄、国籍、居留权、有无犯罪记录等一般性
资格要求，又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同时，重新构建的选举委员
会除继续提名并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人外，还负责选举
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
员候选人。有意参选的人士除应当获得自己所在业界或
地区的认可外，还应当在选委会各个界别都有一定的认受
性和接受度。这些总体设计，扎紧了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

“篱笆”，为选举加装了“安全阀”，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提供了坚实稳固、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
　　通过选举安全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世界各国各地的通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地方选举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和
危害。香港选举必须遵循“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去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
格问题的决定，廓清了“爱国者治港”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标
准，得到香港社会主流民意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拥护。在此次
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中央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
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项重要共识是必须加强选举制
度安全性。足见大乱之后的香港人心思治。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选举安全是事关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爱国者治港”理所应当、天经地
义。粉碎反中乱港势力夺取特区管治权的图谋，为香港长治久
安筑牢安全屏障，及时必要、深得人心。确保香港的管治权由爱
国者掌握，有助于消除香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风险隐患，保
护广大市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福祉。摆脱反中乱港势力袭扰的
香港，将进一步凝心聚力、励精图治，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香港将进入由乱及治、由治
而兴的新的发展阶段。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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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孙飞

　　近期，深圳市盐田区东和社区的疫苗
宣传标语“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
苗”冲上热搜，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网
民直呼“自带BGM”“洗脑”“越哼越上头”。

“魔性”标语出圈，用又萌又暖的“谐音梗”
助力疫苗接种工作，其传播手段的创新、话
语方式的转换，也带来健康宣传推广要“走

心”的启示。
　　“一起苗苗苗
苗苗”，改编自热

门流行歌曲《学猫叫》歌词“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短视频的助力下，这首简单欢快、节奏性强
的歌曲被网民熟知。深圳的社区利用“谐音
梗”，将动员居民打疫苗与流行歌曲巧妙结合，
简洁明了朗朗上口，用轻松活泼的萌冲淡了人
们的紧张，达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的目的。
　　实际上，“一起苗苗苗苗苗”出圈的背
后，体现了一种平等和尊重。直至今日，一些
地方的健康宣传推广仍不同程度存在居高
临下、刻板说教甚至故意“吓唬人”的情况。
市民对疾病相关的话题本就有这样或那样
的疑虑，生硬的说教更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

理。而这一网红标语用“我们一起”而非“强
行要求”，“走心”号召起到更好的引导效果。
　　在深圳等地区，还有医院组织医生护
士跳起了真人版“苗苗苗苗苗”舞蹈，在短
视频平台让人会心一笑、获得点赞，有的还
在医院里挂出了“一起苗苗苗苗苗”标语。
　　“没接种疫苗的人会吃亏”“今天是个好日
子，打开了家门咱打疫苗”“别等到一千年以
后，你才打疫苗”……不少网民玩起“歌词改编
接龙”，贴出各种“接地气”的疫苗接种标语，

“画风”的改变拉近了距离，也消减了疑虑。
　　专家指出，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控

措施，只要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接种，做
到“应接尽接，应接早接”。目前，各地的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截至3
月31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1982.1 万剂次。尽管数量不少，但这与构
筑免疫屏障的要求仍有不小的距离。
　　当前在毫不松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的同时，加大疫苗接种力度，宣传
推广方面要多一些“走心”，多一些创新。
群众相约一起“苗苗苗苗苗”，轻松温暖
的 氛 围 无 疑 更 有 助 于 我 国 疫 苗 接 种
工作。

“一起苗苗苗苗苗”，这样动员接种好

新华社记者杨绍功、郑生竹

　　市值几元的吊唁鲜花卖几十元，成本
千元的骨灰盒卖上万元……殡仪馆的东西
为啥那么贵？背后藏着的原来是腐败。江
苏省纪委监委近日披露，灌云县殡仪馆三
任馆长因官商勾结抬高丧葬用品价格、收
受贿赂等问题被查处。
　　拍手称快之余，更应反思的是为什么
一个小小的殡仪馆会接连干倒三任馆长？
把公益变成了生意，让伤心人更加寒心。
各地殡葬服务领域是否还存在类似的腐
败？有关部门不妨趁着清明之际，举一反
三好好查一查。
　　这类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的“蝇贪”

“蚁腐”，渗入群众日常生活，在为民办
事服务领域或明行拦路盘剥、或暗中吃
拿卡要 ，让人民群众不胜其烦、不堪其
扰，深恶痛绝。群众身边的腐败危害老
百姓切身利益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开
展严厉整治。
　 　 为 人 清 明 、为 官 清 正 、为 政 清 廉 。
不论官位高低 ，都须遵守纪律规矩 ，把
党 纪 国 法 铭 记 在 头 脑 里 、贯 穿 在 工 作

中、落实到行动上 ，才能让老百姓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不断厚

植党的群众基础。
　　    新华社南京4月1日电

一个殡仪馆干倒仨馆长，还不醒醒？

新华社记者

　　美国反华势力“以台制华”和台湾民进
党当局“倚美谋独”，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最
近，美台勾连的戏码又玩出了新样式。这边
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活动官
网上将台湾单列为“国家”，个别反华参议员
高调重提所谓“台湾关系强化”议案；那边
厢，美国驻帕劳大使随帕劳总统到台湾活
动，四处抛头露脸，“美在台协会”和台驻美

“经济文化代表处”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
作小组备忘录”。台面上下各种活动看似
紧锣密鼓、好不热闹。就美国而言，无非是
拉上民进党当局这个“小兄弟”，为“反华大
合唱”壮些许声势；就民进党而言，则是走夜
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从操作手法来看，这波美台勾连可谓
五花八门，把各种老梗玩得炉火纯青。其
一是“碰瓷”。NASA发起的“火星船票”本
是一次融合科学与浪漫、颇具大众科普意
义的活动，却被主办方拙劣地夹带了暗撑

“台独”的“政治私货”。作为美国联邦政府
的机构，NASA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会
不知，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恪守
一个中国政策的历史不会不知。假装不经
意地把台湾列为“国家”，这种小聪明既幼
稚可笑，又玷污了科普活动的纯洁性。
　　怎么看，这波操作都透着一股熟悉的味
道，是被多家跨国企业玩残的把戏，也毫不例
外遭到中国老百姓自发抵制。在涉及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人民
眼里从来不揉沙子。NASA继续装傻充愣，为
少数政客的“反华大合唱”敲边鼓，势必遭到
中国人民唾弃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反感。
　　其二是“探界”。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之
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签署具有主权意
涵的协议，这一立场举世皆知。美国驻帕
劳大使大剌剌“访问台湾”，在各种会见、参
访、晚宴场合露脸、“打卡”，显然是试图突
破中方底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
信号。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
更是全然不顾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对

“台独”分裂活动推波助澜。这也是美方经
常玩弄的手法，摆出一副试图逾越的架势，
不断试探一个中国红线。
　　其三是“修法”。美国号称法治社会，
不管多荒唐的事情，一旦成了法案就仿佛
有了天大效力，就能赋予联邦政府“长臂管
辖”、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力。于是，美国国
会那几个反华议员从不吝啬嗓门和力气推
动所谓“友台法案”，以为有了这些白纸黑
字，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就名正言顺了。

“媚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倒也知道投桃报
李，只要能傍上美国给大陆添堵，就算吃点

“莱猪”也在所不惜。呜呼哀哉！
　　透过现象看本质，老把戏玩不出新花
招。美国政府心里明白得很，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也是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坚持的
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双方早已把
涉及台湾问题的一个中国原则写得清清楚
楚。所以，无论怎么“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终究口惠而实不至。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
饼。这些年，与一份份“友台法案”相伴而来
的，是水涨船高的军售费，是台湾民众一去
不复返的血汗钱；与所谓“台美关系升级”相
应兑现的，是开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
类制品，台湾老百姓买点肉吃都提心吊胆。
为了“台独”臆想和权力私欲，民进党的当权
者不仅不择手段，连颜面都顾不上了。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中方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
和外部势力干扰的决心，任何时候都坚定
不移。无论把台湾列为“国家”还是或明
或暗支持“台独”搞分裂，注定徒劳无功；
挟洋自重、“倚美抗中”也只会加剧台海紧
张和动荡，给2300万岛内民众带来深重灾
难。奉劝美国反华政客和民进党当局，停
止兜售美台勾连的“政治私货”，还是认清
形势走大路吧。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停止兜售美台勾连的“政治私货”

新华社记者傅云威

　　继半个多月前签署1.9万亿美元经济
救助计划后，美国总统拜登3月31日宣布
2.2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如果付诸实施，这
将使得白宫近一年来累计出台的刺激计划
规模飙升至空前的约8万亿美元。
　　美联储以“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配合
白宫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分析人士惊呼，
时下美国财金政策组合，实属现代经济治
理的“实验性举动”，其后果吉凶难测。
　　人们不禁要问，被美国当局奉为“良
药”的强刺激措施，是否真能治愈美国经济
沉疴，其全球影响几何？
　　从应对危机角度看，短期成规模刺激
措施确实有助于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快速复
苏。然而，持续强刺激势必加剧美国财政危
机和市场乱象，非但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
深层危机，反而会使问题积累和恶化。
　　美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财年美财政
赤字已达创纪录的3.13万亿美元，公共债务
达到2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
沉重的债务压力，难免制约美国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同时，刺激计划带来的货币超
发风险，可能造成美国经济过热和通胀压
力上升，并让更多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
市场，吹大资产泡沫，鼓励市场投机，而非
实体经济增长，进而加剧美国经济长期存
在的脱实向虚趋势和贫富分化局面。

　　去年以来，疫情冲击下，美国大量实体
企业宣告破产，金融市场却不断刷新历史
峰值。今年初，美国三大股指齐创收盘新
高。新一轮刺激计划预计将进一步推高美
国资本市场估值，给富裕阶层带来丰厚回
报。市场观察网站专栏作家雷克斯·纳丁撰
文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将呈现“K型”曲线，
在不同人群中分歧明显。他认为，过去数十
年来，美国前1%的富裕人群已掌握美国三
分之一的财富。
　　由此可见，大规模强刺激堪称美国应
对危机的一副猛药，却算不上固本培元的
良药。由于缺乏结构性配套改革，这副猛药
无法根治贫富悬殊、产业空心化等美国经
济沉疴，对其过度依赖还有恶化病情的副
作用。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
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批评说，当前美国
宏观经济政策可谓40年来“最不负责任”。
财政、货币政策两大因素共振可能加剧通
胀。如果美联储届时对宽松货币政策“猛踩
刹车”，可能将经济推向衰退。
　　美式强刺激的溢出效应同样不容忽
视。作为国际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
行方，美国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
握有特权，巨额债务可透过体量巨大、流
动性超强的美债市场实现转嫁，借贷成
本可通过美联储的持续宽松不断压低，
强刺激措施引起的通胀压力将被转移到
其他经济体身上。

　　近期，由于美联储持续释放宽松政策
信号，市场对通胀和经济过热的忧虑高企，
拉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涨至1.7%以
上。这导致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给不少
债台高筑、储备不足的新兴经济体造成资
金外流、债务违约等风险。
　　国际金融协会近期发布报告，今年3月第
一周，新兴市场近半年来首次录得资金净流
出，每日资金流出约2.9亿美元。让人不免担
忧，今后美联储政策一旦转向，甚至仅透出
意欲缩表的口风，都可能引发可怕的多米诺
骨牌效应，给新兴市场经济体以沉重打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艾格华指
出，美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并不关心
全球市场波动对其他经济体可能产生的影
响，“不管怎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很
难”。事实上，面对美国通胀预期重压，包括
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开
始出于挽留资本、遏制本币贬值、舒缓通胀
压力等目的，被动提早加息，尽管这样做可
能不利于经济复苏。
　　势如累卵的局面下，无休止的美式强
刺激，正给世界经济安全带来更大隐患，但
这些似乎并不是美国所关心的。一如美国
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
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对此，饱受美元霸权之苦的各国不得
不防，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美国药方”埋下全球隐患

新华社记者

　　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
者沙磊最近离开中国大
陆，离境前既没有以任何
方式告知中国相关部门，
也没有履行一个外国驻华
记者离任前应该履行的手
续。直接点说，就是脚底抹
油，溜了。
　　这是心虚的表现。
　　沙磊参与制作的一系
列涉华报道显示，这位记
者在中国大陆期间是这样
开展所谓调查报道的：先
骗取采访对象的信任，然
后断章取义地运用素材；
利用选择性拍摄、配乐和
剪辑拼接，制造出和真相
大相径庭的视觉效果；从
采访到下结论，大搞有罪
推定，妄断新冠疫情“原
点”在中国，污称新疆存在

“强迫劳动”，完全不顾职业道德。
　　名为记者，实为骗子；名为报道，实为
造谣。这是沙磊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最
近，新疆有一些民众和实体因为沙磊的假
新闻而利益受损，打算起诉他。面对中国民
众运用法律维权的正当行为，沙磊心虚了，
他知道自己经不起当面锣、对面鼓的考验。
否则，他为何不敢应诉？跑什么呢？
　　沙磊溜了，更凸显英国广播公司的信
誉危机。
　　沙磊的报道，只是英国广播公司制播
大量涉华假新闻的缩影。一段时间以来，这
家英国媒体肆意捏造关于中国的谣言，其
不客观、不公平之处令人触目惊心。
　　 2019 年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多次在
涉港报道上无视暴徒暴行，指责“香港警
察暴力执法导致抗议愈发暴力”。今年 1
月，它播出的武汉疫情纪录片中，居然用
中国警察反恐演练的画面来指责中方“用
蒙头的手段拘捕民众”。在涉疆报道上，它
仅采用几张非实景卫星图片和反华人士
的所谓报告，便炮制“世纪谎言”，对新疆
大肆抹黑。
　　这样的媒体，信任它的人自然越来
越少。
　　很多中国人早已看清英国广播公司的
造谣行径，一些中国网友如今甚至精辟地
将其一些歪曲手法总结为“阴间滤镜”。就
是在英国内部，质疑这家媒体信誉的民众
也不在少数。英国媒体《每日快报》就曾刊
文指出，民调发现，英国几乎一半的受访者
都认为英国广播公司近年来在新闻报道方
面有失公正。
　　当然，骗子是不会诚实地承认自己骗人
的。接下来，沙磊和英国广播公司很可能会
四处宣扬，他们是为“捍卫人权”而“奋斗”。他
们捍卫的哪里是什么人权，不过是说谎权和

造谣权罢了。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Study the Party‘s history，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do practical work 

and make new advances

　　(全党同志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 摘自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20 日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All Party members should) study the Party
‘’s history，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do prac-
tical work and make new advances ， so as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in high spirits to ful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hina and welcome the
Party‘’s centenary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speech at a meeting
to launch a campaign on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
tion among all Party members on Feb. 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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