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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1976年： 十月的胜利
1976年， 我国发生了一连串震撼世界的

大事。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 4月， 人民
群众悼念周恩来、 反对“四人帮” 的天安门事
件发生后， 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
务。 7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
世。 7月28日， 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9月9日， 党、
国家、 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
世， 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 “四人帮” 加紧了夺
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时任中共
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叶剑
英、 李先念、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研究
和反复商量， 并征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
的同意后， 决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对“四
人帮” 采取断然措施。

10月6日晚， 华国锋、 叶剑英等在中南海
坐镇指挥， 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
式， 宣布对王洪文、 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 同
时对江青、 姚文元也进行了隔离审查。 就这
样，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没费一枪一弹， 没流
一滴血， 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党中央还采
取有力措施粉碎了“四人帮” 集团在上海的骨
干分子发动武装暴乱的图谋， 对“四人帮” 在
其他各地的帮派骨干也采取果断措施， 保证了
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公布了粉
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

粉碎“四人帮”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这
场灾难，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挽
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实现党的历史的
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
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中宣部授予陈俊武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在全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7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陈俊武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陈俊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我国
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煤化工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
奠基人。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投身到党和
人民的事业，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奋进，为新中国石化工业不懈
奋斗70年。他敢为人先、勇于登攀，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作出开创性的贡献，进入
耄耋之年，仍然奋战在科研一线。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
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王亮

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涉港
言论， 让火箭队和NBA联盟在中国
四面楚歌 。 尽管深陷危机 ， 莫雷 、
火箭队以及NBA联盟 ， 依旧避重就
轻、 逃避责任。

目前 ， 莫雷 、 火箭队 、 NBA联
盟都没有正式道歉 ， 莫雷也没有受
到任何指责和处罚 。 更可笑的是 ，
NBA首席传播官还口口声声表示 ：
“我们极其尊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
希望体育和NBA作为一股团结的正
能量， 继续为国际文化交流搭建桥
梁， 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一边触碰中国的原则底线 ， 一

边又谈及 “尊重”， NBA联盟之虚伪
可见一斑。

联盟内从业人员如有不当言论，
NBA联盟一直都施以重罚。 2014年，
前快船队老板斯特林因为发表种族
歧视言论， NBA联盟终身禁止其涉
足一切与快船队以及NBA有关的事
务， 并被罚款250万美元。 最终， 他
还被迫出售了快船队。

任何时候， 国家主权不容挑战，
民族尊严不容侵犯 。 但是 ， NBA联
盟对 “种族歧视” 的言论施加重罚，
却对 “干涉别国内政 ” 的言辞熟视
无睹， 如此双重标准令人不齿。

长期以来 ， 为 了 维 护 自 身 利
益 ， 打压他国发展 ， 宣扬所谓的

“普世价值”， 美国肆无忌惮地实行
双重标准 ， 体育领域也难以幸免 。
火箭队作为姚明曾效力的球队 ， 为
加强中美篮球以及文化交流作出过
贡献 ， 在中国也获益丰厚 。 但是 ，
如今莫雷的言论以及NBA联盟的
“美式双重标准 ” 做法 ， 势必让中
美篮球领域此前的努力和成果付之
东流， 也让象征着平等和友谊的体
育精神蒙羞。

目前 ， 中国篮球协会以及多家
中国媒体、 企业宣布暂停与火箭队
的合作， 广大中国球迷也旗帜鲜明
地抵制莫雷以及火箭队 、 NBA联
盟， “美式双重标准 ” 付出了应有
的代价。

香港湖南青年会、长沙联谊会：

集会支持《禁止蒙面规例》
湖南日报香港10月7日电（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

声在线特派香港报道组）今天中午，香港湖南青年会、香港
长沙联谊会代表在香港政府总部集会， 表达支持政府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的坚定立场。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也是香港的法定节假日。由于连
日来暴徒在香港多地进行打砸，尽管是假日，政府总部附近街道及
公园内车辆、行人并不多见，香港湖南青年会、香港长沙联谊会代
表们的到来，让附近热闹起来，他们举着国旗和横幅，坚定表示：

“支持《禁止蒙面规例》，支持警察严正执法，保护香港，人人有责。”
组织集会的香港市民苏小姐表示，香港政府订立《禁止

蒙面规例》，让大家备受鼓舞，是香港政府呼应广大香港市
民利益诉求的有效举措。

外国领导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又有许多国家领导人、 国际
组织负责人致电或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 热烈祝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阿曼苏丹卡布斯表示，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祝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断实现繁荣和发展。我坚信两
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巴林国王哈马德表示，巴中关系友好稳固，期待今后继
续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祝愿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表示， 祝愿中国祥和进步、
繁荣昌盛。埃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双边友好关系。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表示， 我们将毫不动摇地与中
方一道致力于深化布中关系，造福兄弟般的两国。

多哥总统福雷表示，中国的发展令全世界钦佩，并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以启迪。中方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中非
合作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促进中非合作的创举。

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格拉萨表示， 热烈祝贺中国女排
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上取得伟大胜利。 国际排球联合会愿
继续同中方加强良好伙伴关系。

美式双重标准让体育精神蒙羞
场外任意球

� � � � 新华社澳门10月7日电 在中国传统
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6日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
义工组的30位老人回信， 向他们表示亲
切问候和勉励， 并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
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主席饱含深情的回信， 在澳
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人
中间， 在澳门养老、 社服领域以及社会
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他们感谢习主席对
澳门老年人的关怀和祝福， 表示一定多
向澳门青年讲好回归前后的故事， 把爱
国爱澳精神传承好， 继续做好澳门养
老、 社服工作， 把好的经验、 做法推广
到粤港澳大湾区。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2007
年， 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
2009年1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
察澳门期间， 曾到中心亲切看望。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澳
门回归20周年， 我们都很想念习主席，
就提议给习主席写封信。 提议之后就起
稿， 起稿之后就找代笔， 我很幸运就成
为代笔了。” 颐骏中心书法老师马腾开
心地说。

马腾说， 读了习主席的回信感受很
深， 因为这10年澳门发生了沧桑巨变，
祖国好， 澳门更好， 祖国强， 澳门更
强， 所以要更加努力去做好。 澳门的老
人非常幸福， 医疗、 养老都有补贴， 住
房也有保障。 “我们要把爱国爱澳的精

神传下去， 祖国这70年的发展真的不简
单， 一定要让年轻人都知道， 都清楚。”

指着10年前习近平到颐骏中心看
望老人的照片， 当时在现场的陈雨莲
老人激动地说： “10年过去了， 我们
又想起给习主席写信， 没想到这么快
就收到习主席的回信， 真的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 她介绍： “习主席要我们
把爱国爱澳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们要以
身作则， 我的孙女那辈也在澳门做义工
积极为社会服务。”

澳门街坊总会是历史悠久的爱国爱
澳社团， 也是澳门最大的社会服务提供
者， 有“澳门最大的居委会” 之称。 街
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说， 今天是重阳
节， 迎来了习主席的回信， 特别有意
义。 习主席关心关怀澳门长者， 惦记着
澳门的长者， 大家心情特别激动， 非常
感谢习主席回信。

颐骏中心的义工都在45岁以上， 大
部分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吴小丽
说， 这些长者差不多每天都过来参与义
务工作， 关怀、 探望和慰问社会上有需
要的人士， 参与不同的社会事务， 所以
他们活得特别开心， 很充实， 很幸福，
也很感恩澳门今天平稳的生活， 而这些
离不开中央给我们的支持。

吴小丽表示， 澳门街坊总会将继续
做好长者服务和社会服务工作。 习主席
在信中也提到要参与好大湾区的发展，
街坊总会去年底在中山市成立了办事

处， 在横琴设立的综合服务中心下个月
也将开幕， 目的就是既为澳门的老人提
供服务， 也把澳门在社服、 养老工作中
好的理念、 做法带到大湾区， 共同做好
社会服务工作， 为国家贡献我们的力
量。

收到回信后，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
世安代表特区政府由衷感谢习主席的关
心。 他表示， 习主席的回信情真意切、
语重心长， 不仅是对澳门街坊总会颐骏
长者义工组全体成员的问候， 更重要的
是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对澳门
广大长者居民的关爱。 回信高度肯定澳
门居民的爱国爱澳情怀， 也对爱国爱澳
事业的传承和发扬提出了殷切期望， 对
广大居民而言， 是巨大的信任和鼓舞！

澳门特区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表
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
成就及澳门回归20年“一国两制” 取得
的丰硕成果， 不仅为全澳居民所见证与
参与， 更为自己作为中国人感到由衷骄
傲。 经历过此历史转变年代的澳门人，
有责任按习主席的希望， 多向澳门青年
讲回归前后的变化， 让青年了解来之不
易的“一国两制” 实践所走过之路， 鼓
励青年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

负责社服养老等事务的澳门特区政
府社会工作局对收到习主席回信深受鼓
舞， 表示将继续与民间机构及全民社会
共同努力，为长者营造更佳的养老环境，
支持他们实现老有所为的生活愿景。

澳门社会服务领域的人士也热议
习主席的回信。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理事
长梁伟峰表示， 习主席的回信饱含对澳
门长者、澳门同胞的真挚感情，是对“一
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充
满对建设好澳门的殷切期待， 我们深受
鼓舞、激励。 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必须
讲好国家沧桑巨变的故事， 讲好澳门飞
速发展的故事，坚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建设者本色，团结好、服务好澳门广
大劳动者，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书写
澳门新的美好篇章。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理事长林婉妹
说， 习主席的回信体现了国家对澳门的
关心、 中央对特区的厚爱、 国家领导人
对澳门长者和澳门同胞的真情。 “老有
所养、 老有所属、 老有所为” 是建设澳
门和谐美好家园的重要内容， 长幼和
乐、 薪火相传是建设更加美好澳门的重
要保障。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特区政府通过
与民间机构合作， 共同构建了“老有所
养、 老有所属、 老有所为” 的共融社
会， 澳门目前共有86家机构 （项目） 为
长者提供社区、 家居照顾及支援、 日间
护理、 紧急呼援等专业服务， 全部由爱
国社团等社会机构负责运营， 背后还有
一支由不同年龄和背景人士组成的义工
队伍作为支撑， 使长者们得到适切的关
怀和照顾， 营造了爱老、 敬老、 护老的
社会氛围。

讲好回归前后故事
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

———习近平主席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在澳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