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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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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11月26日
《人民日报》）

煽动暴乱的恶行必将被国际社会唾弃

省业余羽毛球联赛
长沙挥拍

总决赛12月7日至8日举行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2019年湖南省业余羽毛球联赛24日在省
人民体育场羽星公园启动， 今年的联赛
设长沙、怀化、衡阳和娄底4站，总决赛将
于12月7日至8日在长沙举行。

湖南省业余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是湖南
省水平最高的业余羽毛球俱乐部比赛，每
年举办一届。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羽毛
球协会承办，设大众组、公开组、青少组三
个组别。 大众组分为分站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公开组和青少组均不设分站赛，直接进
行总决赛。启动仪式后，长沙分站赛和怀化
分站赛同时开赛， 衡阳和娄底分站赛将于
11月30日至12月1日同时进行。

今年参加4个分站赛的大众组有近百
支队伍，参赛人数约1500余人，较去年增长
三分之一。省羽毛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唐
辉介绍：“为了能够达到专业带动业余羽毛
球发展这个目的， 大众组每队特许一名退
役注册运动员参加比赛，性别不限，公开组
亦允许退役注册运动员参赛， 以增加赛事
的观赏性和比赛激烈程度。”

� � � � 11月24日，
在2019-2020赛
季西甲第14轮比
赛中， 武磊斩获
本赛季西甲首
球， 帮助西班牙
人队主场以1比1
战平赫塔菲队。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曾 诗 颖 记 者 王 亮 ）11月 24日，
2019“祁阳农商银行杯”陶铸故里·
红军行暨“大美永州” 大穿越活动
（祁阳站） 在永州市祁阳县开赛，来
自全国各地的2000余名徒步、跑步
爱好者及当地群众参加。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 永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 永州市文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中共祁阳县委、祁阳县人

民政府承办。赛事分专业组、徒步组
两个组别， 专业组赛道全长约16.9
公里，徒步组赛道全长约13.6公里，
选手从陶铸广场出发， 沿途经过小
江口、茶园村、向家洲等地，最终到
达终点三家村。经激烈角逐，来自贵
州的朱家利以58分10秒的成绩，夺
得专业组男子冠军， 专业女子组冠
军是来自辽宁的杨冰洋，成绩是1小
时07分35秒。

“陶铸故里·红军行”穿越祁阳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
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
办的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七次会议25日在北京举行。会
议围绕“新时代中俄关系：执政党经验交流与战略合作”的
主题进行了对话。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今年是
中俄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启动10周年。今年6
月， 两国元首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
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俄执政党交往合作是两国关系政
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执政党交往机
制打造成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服务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增
进两国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提升两国战略协作水平的特殊渠
道和特色平台。宋涛还介绍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相关情况。

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宣读了俄罗
斯总统普京致本次会议的贺信， 表示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水平。 统一俄罗斯党愿同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交流
合作，为推进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多极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对话期间，两党还举行了中俄政党论坛“可持续发展”
专题会议。

香港特区第六届
区议会选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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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启用新版

对外援助标识和徽章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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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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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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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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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峥嵘岁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下期奖池：1952350514.03（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15 4 5 1
排列 5 19315 4 5 1 6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35 04 05 19 25 26 01+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1

10000000 40000000

80000008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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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贺 信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