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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11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分别致信祝贺中日高级别人文
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东京召开。

习近平指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历史人文渊源深厚。在绵延2000多
年的长期交往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
借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亚洲文明
进步作出了贡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应对共同挑战、

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世
界各国人民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
加强交流，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持续
改善向好。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利用好

这一机制，推动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
通，为构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提供人文支撑。

安倍晋三在贺信中表示，日中高
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是我同习近平

主席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目的是通过
开展广泛交流，深化两国国民相互理解
和友好感情。希望机制为双方构建契
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夯实民意基础，
为开创日中关系新的未来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香港11月25日电 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24日
举行，25日中午完成计票工作。本届
区议会选举投票24日上午7时30分

开始，当晚10时30分结束。据选举
管理委员会宣布，18个选区452个区
议会议席全部产生。

区议会是香港地区层次的区域组

织，就市民日常生活一般性事务向特
区政府提供意见，并参与地区管理事
务。本届区议会选举是香港修例风波
以来第一场全港性选举活动。过去5

个多月中，乱港暴力分子与外部势力
遥相呼应，不断制造、升级暴力活动，
造成香港社会政治氛围对立、社会情
绪撕裂、经济民生发展受挫。持续数

月的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选举进
程。选举当日，有乱港分子对爱国爱
港候选人进行滋扰。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仍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香港特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结束

香港持续发生激进暴力犯罪，丧
心病狂、乱港祸港的种种行径触目惊
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会竟
然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为暴力犯罪涂脂抹粉，为打砸
抢烧撑腰打气，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种煽动暴乱的恶行，违反正义，背离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将被
国际社会唾弃。

过去5个多月来，香港究竟发生了什
么，稍有良知的人不难得出结论。暴徒
疯狂打砸、肆意纵火、破坏公共交通、袭
击警察、残害普通居民，严重危害广大香

港居民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等基本人
权。他们向营运中的列车投掷汽油弹，
把校园变成“兵工厂”，对正常执法的警
务人员进行疯狂攻击，公然喷火焚烧无
辜市民……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遭
受严重践踏，何谈人权与民主？世界上
哪个国家能容忍以民主之名行恐怖之实？

暴行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所谓的
“和平示威”遮丑布已被彻底撕去！在
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的完整报
道问世后，国际媒体开始揭露黑衣暴徒
的“黑色恐怖”。一名香港市民被暴徒
严重烧伤后，澳大利亚记者赫德利·托

马斯惊呼“这是很可怕的场景”“可怕的
暴行”；当一名日本游客被暴徒殴打，社
交媒体上的外国网民怒斥“这哪里是和
平示威，分明是犯罪”；当香港的大学校
园被暴徒占领，多国高校被迫召回其交
换留学生，并警示“暴力活动已经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社会普遍认
识到，那些暴徒正在挑战文明与秩序的
底线，将香港推向深渊。

人们不禁要问，在香港的人权、民
主、法治遭受如此践踏的情况下，美国国
会却以其国内立法方式来煽风点火，居
心何在？数月来，美国一些政客始终在
香港问题上费尽心机、混淆是非，眼见自
己怂恿支持的暴徒日益不得人心，被公

众看穿和厌恶，便按捺不住跳到前台，自
己赤膊上阵。他们打着“人权与民主”的
幌子，无视事实，颠倒黑白，美化暴力犯
罪，挑战国际公理。正如英国牛津大学
学者汤姆·福迪所指出，“2019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与人权和民主毫无关联，
这个法案不过是企图驱使香港服从美国
自己的外交目标和利益。

美国一些政客被牟取政治私利的
欲望迷住了心窍，作出彻底扭曲人权与
民主基本价值的抉择，站到国际正义力
量的对立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确
指出，香港抗议者的诉求不是为了解决
香港的困境，而是为了羞辱和颠覆政
府，“这是香港的遗憾，是本地区的不

幸”。面对“乱港代言人”，德国记者愤
怒质问：为何示威者违法是“维护法
治”，企图谋杀警察难道是“自卫”，为何
不谴责殴打持不同意见者等行为？真
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是，美国一些
政客出于偏见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意
孤行，助纣为虐。

美国的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
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他们煽动暴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
图谋注定不会得逞。那些逆流而动的
美国一些政客，无论怎样鼓噪，结局都
将是自取其辱，贻笑世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煽动暴乱的恶行必将被国际社会唾弃
■ 钟声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党自上而下分

两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项战略决
策，目的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党中央对开展这次活动高度重视，进行了深
入调研和周密准备。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5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
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明确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方法步骤和组织
领导。6月18日，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活动正式启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
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中央政治局带
头开展。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总要求，抓住党的建设关键领域，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
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建立联系点，习近平总书记联
系河北，示范带动和推进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
心进一步凝聚，为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
备，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
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
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
径。”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留学生来
到中国逐梦、圆梦，在寻常生活中，与
中国百姓共享开放带来的获得感。

美国小伙儿的中国“活法”

早上8时刚过，四川成都。32岁
的美国小伙从云在家中泡好一杯大红
袍，端坐在电脑前，调整摄像头、开启
麦克风，用一口顺溜普通话开始一天
的工作——和团队录制视频课程，回
答用户提问。

从云说，他希望打造一座“汉语王
国”，用“立体成像”方法，让外国人学
汉语变得简单、快速。他研发的学习
网站——汉语蓝图，已经制作完成
600多个教学视频，拥有6000多名使
用者、近700名付费用户。

8年前，从云还在美国一家乐器
商店卖鼓，“虽然喜欢那份工作，但觉
得没什么前途。”

在朋友的建议下，从云来到北京
寻找发展机会。跟随乐队在四川巡演
时，他被成都乐观包容、开放友善的城
市性格吸引，决定留在成都。

2014年，从云进入四川大学海外
教育学院正式学习汉语。起初，他常
为记不住汉字而苦恼。慢慢地，他摸
索出门道：把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
和字形的偏旁部首重新排列组合，分

别对应谐音或意义相关的人物、场景、
行为。这样，只要记住某个场景或人
物，就能记住汉字的读音、字形和意
义，再逐渐扩大到词语和句子。

这套自创的学习方法，让从云短
短2年就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中的6
级考试。他和朋友决定将学习“秘籍”
推广，帮助更多外国人学习汉语。

以往在成都，外国留学生毕业后
想要留在中国工作、实习或创业，至少
要有2年相关工作经历。2017年，成
都市出台“产业新政50条”，根据新政，
外国人只凭中国高校毕业证，申请2至
5年有效期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便
可进行毕业实习及创新创业活动。从
云成为首批拿到四川省“创业签证”的
外国人，创业之路驶入快车道。

“在中国，我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
现。”从云说，两年来，他的创业项目在四
川省创业大赛中获奖，创业团队从2个
人发展到10多人。打理网站、优化课
件，周末约好友一起吃火锅、打架子鼓
……是这位美国小伙在成都的新生活。

“俄罗斯媳妇”与“中国妈妈”

中午12时，黑龙江哈尔滨。周美
凝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从学校回家，等

待她的是一桌丰盛的中国菜。
2016年，周美凝从俄罗斯伊热夫

斯克国立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当时同时面临就业和深造的多个机
会。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来中国留学。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不仅能学到
新知识，还有很多工作机会。”周美凝
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
生，攻读管理工程专业。

“麻辣烫是迷你版的火锅，中国奶
奶跳广场舞是把楼下广场变成了健身
房……”周美凝喜欢上了中国。

2017年1月，利用假期北京旅游
期间，周美凝遇到了中国小伙周帆。
精通俄语的周帆当起了义务导游，两
人一见钟情相谈甚欢，几个月后便决
定结婚。

“结婚登记流程很简单，俄罗斯驻
中国大使馆为我开了一份单身证明，
我们就去民政局登记了。”周美凝说。

回想起第一次和公公婆婆见面的
场景，周美凝仍有些激动。“他们问我
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问我毕业之
后的打算、准备生几个孩子……我觉
得像面试一样，很紧张。”后来她明白
这是中国习俗，也更加懂得“成家”所
蕴含的责任。

去年5月，周美凝夫妇迎来一个

可爱的儿子。为了照顾小孙子和仍在
上学的儿媳，公公婆婆从南京搬到了
哈尔滨。

一直以来，周美凝给婆婆叫“中国
妈妈”。“中国妈妈”除了帮忙带孩子，
还把家里收拾得十分妥帖，炒得一手
好菜，有红烧肉、炒米粉、狮子头……
这是在俄罗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
在婆婆心里，儿媳就像女儿一样。

周美凝说：“在中国，我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太幸福了。”

印度“外专”的“不满足”

11月 23日晚，江苏大学第九届
国际文化节落下帷幕，王江润结束了
一天的忙碌。

王江润来自印度海滨城市维沙卡
帕特南。2006年，他来到江苏镇江求
学，在江苏大学获得了临床医学学士和
工商管理硕士。2015年，他被学校聘
为外国专家，负责留学生管理事务。每
年国际文化节闭幕式上的中外学生才
艺表演大赛，是他工作的“重头戏”。

“今年才艺表演的冠军是一支中
外联合乐队，我们鼓励中外学生组队
参赛，这样能够促进文化交流，带来不
一样的体验。”王江润说。

早在2011年，王江润作为学生代
表参与了第一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天
赋，开始积极投身学校各类海报、宣传
册的创意设计与活动策划。

随着留学生规模逐年增长，国际
文化交流在校园里蓬勃发展。江苏大
学国际文化节从每年5月开始，到11
月结束，持续半年之久，活动影响也从
校内辐射到校外，吸引很多市民参
加。“我们每年都准备5000份‘文化护
照’送给大家，今年半小时就领完了。”
王江润说。

“我们对来华留学生培养的目标
是‘了解中国，成就自我，贡献世界’。
在王江润身上，我们感受到他对中国
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的热爱。”江
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高静说。

如今，王江润还负责管理13个留
学生社团，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上遇到
任何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寻求社团或
者学校的帮助。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8
年，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至49.2万人，
中国接收留学生的单位从690所增加
到1004所，其中接受正式学历教育的
留学生占比超过52%。中国已成为
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我不满足于做一个‘中国通’，我
想在留学生群体中更好地宣传中国，
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爱上中国。”王
江润说，未来他还希望介绍一些中国
企业到海外投资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杨思琪 吴晓颖 陈席元）

开放的中国，梦想的模样
——洋学生在中国的日子

中国将启用
新版对外援助标识和徽章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孙奕）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25日发布公告说，将于2020年1
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版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标识和
徽章。

公告说，为更好彰显我国对外援助理念，宣传
对外援助工作成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
批准，我国将启用新版对外援助标识和徽章。标
识图案为红色“中国结”配以“中国援助”中外文字
样和“为了共同的未来”外文表述，分横、竖两种排
版，供不同场合选用。

公告说，新版对外援助标识和徽章于2020年1
月1日起正式启用，此前已使用的标识和徽章可继
续沿用。《对外援助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另行公布。

同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还发布公告，从即
日起启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标识。

公告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于2018年4月
18日正式成立。为在国内国际交流合作中有统
一的形象标识，经批准，即日起启用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标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均不得
擅自使用，否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完成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海上运输任务

远望号船队返回母港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5日电（亓创 高超）中

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所属的远望号火箭运输船队
25日上午返回母港，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遥三火箭
海上运输任务。

远望21号、22号船组成的火箭运输船队自
10月22日从天津港启航，穿渤海、过黄海、越东
海、经南海，经过5昼夜航行安全抵达海南文昌清
澜港码头。

远望号火箭运输船是我国首型专用火箭运输
船，船长130米，型宽19米，高37米，满载排水量
约9000吨，抗风能力可达12级以上。船上安装
了两台120吨起重机，能够安全吊装大尺寸火箭
或火箭分段集装箱。

回到母港后，火箭运输船队将开始下次任务
准备工作。

看警示教育片
让震慑常在

琼海分层分级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
看琼海市纪委摄制的《河砂里的蛀虫》
《苍蝇虽小，危害巨大》《欲望的代价》，以
及省纪委摄制的《蝇贪蚁腐之害》《“象牙
塔”里的“硕鼠窝”》《强力破“网”打“伞”
深化扫黑除恶》等6部警示教育片。

一个个典型的事例，深刻剖析了少
数党员干部由于思想政治上的不坚定，
导致其滥用手中职权，违法违纪，贪污
腐败，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最后从党员领导干部一步步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的历程。此举重在以身边案
教育身边人，持续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教育党员干部不越纪律红线，不碰法律
底线。

专题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

参观廉政基地
使警钟长鸣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琼海组织市级领导以及各镇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共10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赴海
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
习党的十八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海
南从严治党的主要成果，了解党的十八大
以来海南查处的各类腐败典型案件。

通过抓“关键少数”，琼海将正面教育
和反面教育有机结合，让警示教育的震
慑、警醒作用更加突出。

琼海还组织市直、乡镇、村“两委”干部
到该市万泉镇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
教育，深刻吸取教训，以案为鉴，以案为戒，
做到警钟长鸣。今年以来，在万泉镇党风
廉政教育基地受教育者达1000余人次。

琼海灵活运用方式方法

坚持常态化开展
基层警示教育活动

今年以来，琼海市纪委监委为进一步压实基层
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注重教育全面覆盖，灵活运
用警示教育方式方法，坚持常态化开展基层警示教
育活动。

据统计，今年1月-10月，琼海市开展村干部违
纪违法警示教育大会68场次，参加的村干部、村民
代表超过3300人次。

为方便13个镇（区）村（居）干部就近接受警示
教育，实现警示教育全覆盖，琼海市纪委根据区域划
分，指导2个镇新建了警示教育基地，对3个单位的
警示教育室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切实把警示教育
基地建设成为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的重要课堂。

据介绍，琼海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村干部违
纪违法警示教育，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教育
身边的人。组织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警示教育交
流座谈会，要求村（居）干部立足岗位，交流心得体
会，进一步认清腐败成本之高、危害之大，切实增
强警示教育实效性。

（撰文/易修呈 丁丁 王乐）

琼海：抓实警示教育 开出醒脑良方
“这部警示教育片以校

园贪腐案例告诫我们，作为
党员、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廉洁
自律，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近日，琼海市嘉积中学党委
书记李尚书在看完警示教育
片《“象牙塔”里的“硕鼠窝”》
后表示。

今年以来，琼海市纪委
不断加大反腐倡廉教育力
度，抓好廉政风险防范，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活
动，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廉
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

坚持分类施教
促对症下药

琼海坚持分类施教，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采取具体化、精准化、差异化的教育
方式，不断增强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比如，琼海组织全市副科级以上现职领导干
部参加纪律教育专题班暨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强
力推进正风肃纪，推动党员干部纪律作风不断改
善。组织全市91名河砂管理人员开展纪律教育，
规范河砂管理。对琼海市教育局党组班子成员、
全市各中小学校校长、教育系统各级党组书记、公
办幼儿园园长等近200人开展警示教育。对全市
近两年新入职的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及关键岗位
聘用人员进行纪律教育摸底统计。

据介绍，琼海坚持抓关键时刻，在干部新任提
拔时、党员刚入党时、出现苗头性问题时强化党纪
法规教育，系好“第一粒扣子”。(撰文/杨宁 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