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

英国“殖民迷思”何时休

市州新闻·时事聚焦14 2020年7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永明 谢卓芳 王亮 版式编辑 李妍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宁奎）
7月17日，记者从张家界第三届温泉
泼水节暨地缝首届旅游文化节组委会
获悉，张家界万福温泉景区、张家界地
缝景区、张家界五雷山景区将面向省
内招募800名“醉美景区抖音发现官”，
总奖励金额为300万元（含门票价值），

获奖者前3名享受终身免费游览3家
景区待遇。

张家界万福温泉属地下深部构
造裂隙自涌天然温泉，泉水可饮、可
浴，观之清澈透明、浴之身心舒畅，
常年恒温 53℃；张家界地缝景区是
经流水 1 亿多年的冲刷而天然形成

喀斯特地貌，距地面垂直深度近200
米，集奇、秀、险、野、幽于一体；张家
界五雷山景区被誉为“中国南武当”

“楚南第一胜境”，拥有省内最大的
道教文化群落。

据了解，该活动要求报名者抖音
基础粉丝数量 5000 人及以上，风格

定位为旅游推荐类、户外直播类、探店
达人类、语言互动类、才艺展示类、直
播带货类、颜值霸屏类等。活动报名时
间7月24日截止，报名成功的抖音爱
好者，须全程参与景区在7月25日至
26日的两场活动，相关奖项将在8月
5日左右公布。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莫成
李孟河 通讯员 叶红 田辉）昨天上
午，龙山县开放全域旅游启动仪式在
里耶秦简博物馆举行，龙山全域旅游
全新“重启”。

为吸引更多从业者参与旅游产业
开发，龙山县出台优惠政策，对在龙山注
册的跨省旅游企业，前3年全额返还所纳

税额；对在旅游品牌创建、旅游市场开发、
旅游产品制作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单位或
个人，也制定了系列奖补办法。

据了解，龙山县旅游资源富集、
自然生态优美、历史文化厚重，现有

“中国传统村落”21个、“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6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个。近年来，该县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来抓，积
极做好“旅游+”文章，形成了“一业兴”
带动“百业旺”的良好态势。

疫情防控期间，龙山县加快景区
提质改造，把旅游“空档期”转化为景
区提质改造“黄金期”，对里耶、惹巴
拉、乌龙山、太平山、茨岩塘5大景区

进行全面升级，切实提升景区颜值、内
涵、品位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美
丽”理念重塑乡村形态，大力发展乡村
游，形成了各景点、美丽乡村、特色小
镇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全域旅游新
格局。前不久，苗儿滩镇获评2020年
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洛塔石林园区
跻身“世界地质公园”。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邢骁）阿
波罗商业广场购满277元减177元，平和堂
五一店部分品牌会员馆最低5折起……7月
19日上午，由长沙市芙蓉区主办的“‘湘’约
芙蓉，惠聚精彩”促消费活动启动，未来3个
月，芙蓉区辖内企业商家将竞相开展形式
多样的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据悉，在“‘湘’约芙蓉，惠聚精彩”促消费活
动中，芙蓉区将和银行、商家等联动，一起刺激消
费市场。活动期内，芙蓉区千企万店将向市民游客
提供逾千万元优惠补贴。芙蓉区将拿出100万元
专项资金补贴奖励商家，鼓励他们推出更多更好

的促消费活动，打造购物、体验、娱乐多场景贯穿
的消费新活动。

芙蓉区向全省消费者发出邀请。从7月
20日至9月6日，每周的工作日内，我省2个
特定市（州）消费者持身份证前往芙蓉区，在
参与活动的酒店宾馆、企业商超消费时可获
得额外优惠。期间周末和国庆黄金周，我省
14个市（州）消费者持身份证，均可享受额外
优惠。

活动期间，该区将通过一系列举措进
一步营造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商业文化，
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
员 富丽）7月20日上午，武冈市招商引进的
重点项目——都梁文旅休闲特色小镇开工建
设，总投资50亿元。该项目的引进和实施，将
进一步加快武冈市建设湘西南中心城市的进
程，对推进该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就业、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由湖南源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规划占地约 900 亩，主要
依托武冈古城历史文化、武冈民俗风情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将建设 16 处景
点、演艺中心、精品民宿等，打造可提供文

化体验、娱乐演艺、休闲旅居等服务的国
际旅游度假区和城市休闲文旅产业综合
体。项目拟按 4A 级景区标准建设，分 3 期
实施，开工建设后 2 年内开街试运营，3 年
内竣工运营，预计年接待游客 80 万人次。
整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 200 万
人次，可提供就业岗位1万个。

邵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李华和表示，
将站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高度，为
项目建设做好要素保障，同时量化任务清
单，对项目建设任务做到月分解、月调度、
月结算，确保项目早日竣工运营。

湖南日报7月23日
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阳望春 罗高林）近日，
在省林业局工作人员、
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技术人员
见证下，500 尾张家界
娃娃鱼欢快地游入南山
国家公园内城步苗族自
治县白毛坪镇和平、小
寨、黄伞、坳岭4个村的
河流里，成为这里的永
久“居民”。

为进一步提高南山
国家公园境内生物多样
性，改善河流水环境，省
林业局驻白毛坪镇和平
村帮扶工作队邀请张家
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技术人员，来
到白毛坪镇勘察河流生
态环境，最终确定在河
水清澈、水质优良的和
平、小寨、黄伞、坳岭 4
个村的河流里，放流大
鲵（俗称娃娃鱼）。

据悉，这批娃娃鱼
由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免费提
供，每尾体长 20 至 30
厘米，为 4 年生大鲵幼
苗。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7 月 21 日中午，都庞岭山下的江永县
粗石江镇矮寨村炊烟袅袅。

23岁的村民黄健凯拿着手机，与奶奶
陈翠英视频直播。

“奶奶介绍下，咱家手工做的酸豆角好
吃吗?”

只见陈翠英张开缺了几颗门牙的嘴，
尝一口酸豆角，连说好吃。在看直播的网友
纷纷下订单。

黄健凯兴奋地对记者说：“我现在是网
红，镇上的人都认识我呢!”

黄健凯 1997 年出生，是家里的“独
苗”。2015年12月底，在深圳打工的黄健凯
返乡过年，见老屋的灶台上挂满熏黑的腊
肉，一时兴起，将其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当
天竟然有2万人观看。

黄健凯发现了商机，决心做电商。从那
以后，他不再外出打工，整天在村里“游

荡”，经常拿着手机要村民们摆姿势，说上
一段话，配合拍摄视频。大家都说他不务正
业，看到他就躲。对此，黄健凯的父亲黄丁
旺也直摇头。

而黄健凯坚定自己的想法，他每天整
理视频、图片等，取名《大山里的生活日记》
上传到互联网平台，慢慢吸“铁粉”230 多
万人。后来，他开始直播带货。

黄健凯首先把父亲种植的香柚、夏橙
等，用精美的礼盒包装好，销售到北京、上
海等大中城市，卖出了好价钱。

村民们见状，纷纷请黄健凯带货。54岁
村民周乙养身体残疾，妻子智障，经常为家
里9亩夏橙、脐橙的销售发愁。在黄健凯帮
助下，不用把水果拖出村，每年收入 10 多
万元。

村主任周志方介绍，全村2402人，种植
水果4200多亩，黄健凯帮助大家销售农产品
功不可没。到现在，5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80%的村民建了新房，有了私家车。

7月22日晚，长沙市扬帆小区，市民在夜市消费。随着炎炎夏日到来，众多市民
选择夜间外出消费，长沙各地夜市热闹非凡。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芙蓉区开启“‘湘’约芙蓉”
千企万店提供逾千万元优惠补贴

武冈都梁文旅休闲特色小镇开工建设
总投资50亿元

“不务正业”的小伙成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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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夜市火爆

作为曾经的殖民大国，英
国对“日不落帝国”殖民主义的

“怀旧”心态极为深厚。英国“伦
敦经济”新闻网站日前刊文说，
今年一项调查发现，30%的英
国人对殖民主义感到自豪，英
国人比其他欧洲人更怀念殖民
主义。文章指出：“令人担忧的
是，人们对以帝国之名犯下的
罪行缺乏了解——这种情况被
为帝国辩护的人无情利用，以
推行他们自己的残酷政治。”

今年 5 月非洲裔美国人乔
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球引发反
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并持
续至今。英国也掀起了反殖民主
义浪潮，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多
场游行抗议，发起清算殖民历史
并推倒殖民者雕像的运动。在此
背景下，英国警方、伦敦市政厅、
博物院、大学、银行、民间机构等
社会各方纷纷表态，或是为自身
的贩奴发家史道歉，或是支持理
性拆除殖民者雕像。

然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却
对此声称：“推倒雕像是抹去英
国历史的举动。”一些保守情结
严重的政客也纷纷附和。批评者
认为，英国政要的言行说明了

“这个国家看待过去的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政客

们应该扪心自省，真正反思曾
经的殖民历史，摒弃殖民心态，
抛弃继续影响和控制前殖民地
的“迷思”。

（新华社伦敦7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桂涛 张代蕾 柳丝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方将立
即、无期限地暂停与香港引渡协定，
并禁止向香港出口有关武器。香港早
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一些英国政
客至今不肯放弃“殖民情结”，公然插
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分析人士指出，殖民主义早应被
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英国不仅昔日
在被迫结束殖民统治时埋下种种祸
根贻害世界，至今仍试图通过各种手
段捞取利益。英国应当彻底反思殖民
历史，摒弃“殖民迷思”。

克 什 米 尔 问 题 、巴 以 问
题 ……在这些至今仍长期持续
的冲突背后，都能发现同一个始
作俑者——英国。这个昔日最大
的殖民帝国不仅通过“分而治
之”的惯用手段分化海外殖民地
人民，还在结束殖民、撤出殖民
地的过程中埋下祸根，设置地
缘、部族、法律等障碍，助长这些
地区的土地、民族、宗教矛盾，导
致长期对抗和冲突。英国前首相
卡梅伦也曾承认，世界各地的许
多历史性问题都与大英帝国留
下的遗产有关。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长期争端。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
员王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英国当年撤离南亚时搞印
巴分治，遗留下克什米尔归属问
题，导致印巴两国为此至今冲突
不断，深深影响了南亚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撰
文指出，全球正在“收获”英帝国
种下的纷扰。在香港和克什米
尔，当地人仍然在为英国殖民者
离开时留下的一团乱麻埋单。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等殖
民国家过去将殖民地变为原料
基地，导致其经济结构单一、畸
形。如今，英国等国对前殖民地
由过去的直接统治逐渐转为间
接操控，进行“隐性殖民”，即以
经济手段为主，交叉使用政治、
文化和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控
制、干涉和掠夺，其中以在非洲
大陆的做法最为典型。

以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
亚为例，早在 2002 年，英荷壳

牌石油公司就拥有了该国石油
储量的 55%，日均产量占全国
的 40%。而尼日利亚却因为缺
乏自己的石油生产加工体系，
至今仍面临“出口石油、进口汽
油”的尴尬。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
还常以附带苛刻条件的“赠予”

“援助”和“贷款”干涉非洲国家
内政，通过西方主导的金融机
构强迫非洲国家照搬西方发展
模式，使得这些国家赤裸裸地

暴露在西方商品冲击之下，经
济长期低迷，沦为西方附庸。

此外，英国还利用英联邦
谋求对前殖民地的控制。2016
年，马尔代夫宣布退出英联邦，
正是因为不满英国通过英联邦
介入马内部事务。分析人士指
出，英联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英帝国架构的延续，英国不仅
以此影响、干预前殖民地内部
事务，甚至以此为抓手插手其
所在地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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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20日在
议会下院宣布，英方将立即、无
期限地暂停与香港引渡协定，并
禁止向香港出口有关武器。英方
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一再交涉，
再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
图干扰香港国安法实施，破坏香
港繁荣稳定，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14亿中国人民对此坚决反对。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不干涉内
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
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方针，
依法行使对港全面管治权，而
唐宁街却不懂得尊重中方维护
自身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权利。
企图通过暂停引渡协定之类的

“小动作”施压中方，不会得逞。
国安法于法有据、符合规

范，国际事务不容双标。香港国
安法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有关规定，符合通行规
则和国际规范。香港国安法是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
保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

“定海神针”。英国历来也通过
相关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英国
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英
国的《叛逆法》就在香港适用，
且有专门执行机构。英国政府
此番对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
无疑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香港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
地，但一些英国政客依然抱着“主
子心态”不放，殊为可笑。今天的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
别行政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已23年，英国对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无监督权。部分英国政客
却不懂得向前看，仍然无法摒弃

“殖民心态”，以“英国对香港负
责”的蛊惑言论，对香港事务横加
干涉，表明其身虽在21世纪，但心
态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

说到底，英国此举是其外交
上“随美起舞”，结果只会得不偿
失。英国宣布暂停与香港之间的
引渡协定恰逢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访问伦敦，英国此前曾在其他
涉华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宣
布对华为5G设备进行封杀即是
一例。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奉劝英国应
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要

“随美起舞”，乃是切中要害。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

意志坚定不移。英方应当清楚，任
何向中方施压、阻挠国安法实施
的企图都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
民的坚决反对，打着种种幌子干
涉中国内政、限制中国发展的企
图注定不会得逞。倘若英国真如
首相约翰逊所言，希望香港在“一
国两制”下取得成功，那就少一些
干涉中国内政的“小动作”，多一
点对香港支持的“大国范”。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当地时间7月9日，
位于伦敦一家博物馆门
前的殖民者雕像被工作
人员移走。（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23日说，中方将考虑不承
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
证件，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英国
政府公布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
签证政策的实施细则，并计划于2021年
初付诸实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英方不顾中方严正

交涉，执意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公然违背承诺，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横加干涉，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中方
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保留采取进
一步措施的权利。”他说。

外交部：

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
（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新华时评

龙山 全域旅游全新“重启”

张家界 3景区招募“发现官”

邵阳

江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