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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巍
巍大别山，英雄万万千。”这里堪称“红军摇篮、将军故
乡”。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麻城市，是“黄麻起义”的
策源地之一。

“三支半枪闹革命，二十六将出乘马。”在麻城市北
部，有一个乘马岗镇，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乡”。开国大
将王树声、上将陈再道等将军都是乘马岗人。这里可谓将
星闪烁。

“1927年春天，‘麻城惨案’发生。在武昌主办‘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派出200名学生军驰援
麻城，一举击溃地主武装，推动了麻城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当年学生军指挥部的旧址——乘马会馆内，担任“小小
讲解员”的乘马中学学生夏慧，向记者讲述了乘马岗的红
色历史。

1927年“八七会议”后，“黄麻起义”的枪声打响，揭开
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战争
大幕，红色风暴席卷鄂豫皖3省26县。“一九二七年哎，共
产党大发展哎……红旗插遍大别山，土地革命把身翻哎
呦。”这句当年的革命歌谣，生动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当年，乘马岗成为麻城的红色中心，建立起了乘马苏
区。乘马苏区拥有13个乡苏维埃，在500余平方公里土地
上，8万人中有2.9万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1000多人
参加长征。”乘马会馆文物管理所副所长丁坤锋说。

“红军长征并没有从麻城经过，但从这里走出了红军
队伍。麻城一共走出了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在红军长
征乃至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麻城红色文
化研究会会长李敏告诉记者。

红军离开鄂豫皖后，麻城到处是白色恐怖。“乘马、顺
河两大苏区原有18万人口，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统计
人口时，只有40564人。13万人在战乱中或死难，或流离
失所，部分妇女儿童被贩卖到外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
5938人。麻城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李敏说。

漫漫长征路上，走出鄂豫皖的麻城人，经受着另外
一番考验。“天是被、地是床，雪水拌干粮。征程百里无
炊烟，皮带、草根充饥肠。风雪寒侵岩石裂，红军战士更
刚强。风雪吓不倒英雄汉，胜利在前方。”这是来自乘马
岗的开国少将赵炳伦在1936年4月率领部队第三次过
雪山时，即兴编的一首歌《过雪山》的歌词。歌词中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红军战士们，最终他们胜利翻越雪山，进入山脚下的四川道孚
县城。

79岁的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曾采访过多位麻城籍开国将领，他向记者
讲述了长征故事。“1987年，我在北京见到陈再道将军，他说起长征时，用了3个‘最’：
最苦的是过草地、最难的是爬雪山、最怕的是战士受伤生病。过草地时，陈再道让战士们
每人准备一根棍子探路，用弓腰前行、拉开距离的办法，顺利过了草地；爬雪山时，他们
在衣服外披着一层草袋，腰上再扎一圈草绳，用铲子铲雪开路。虽然备有干粮，但以防万
一都舍不得吃，以吃雪和冰块充饥的办法爬过了雪山。在艰难过雪山草地时，红军队伍
舍不得丢下伤病员，用担架抬、用马驮。后来，多亏了老百姓用土办法治好了不少官兵的
伤病，减少了部队伤亡。”史瑞林说。

“永远跟着共产党，崭新世界我们开。”在麻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人，
都在讲述红军的故事。红色基因，流淌在麻城人的血脉中，也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当年的革命歌谣，依然激励着麻城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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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发
言人 4 日就近日的示威情况不断恶化发表严
正声明指出，公然违法、肆意破坏社会安宁、暴
力冲击警方等行为，对社会、经济和民生造成
伤害，并已远远超越和平理性示威的界限，特
区政府和社会绝不能纵容。

发言人表示，以表达诉求为名的示威活动
涉及的违法和堵路行为变本加厉，示威者恶意
在不同地区做出暴力冲击、袭击警务人员和纵
火等严重违法行为。3日和4日凌晨，有示威
者阻塞红磡海底隧道出入口和龙翔道等主要

干道，对市民造成严重影响。
对于有示威者鼓吹市民 5 日罢工、堵路

和阻塞公共交通等，发言人表示，希望示威者
在表达自己诉求的同时，也要守法和尊重其
他市民的权利。特区政府呼吁广大市民紧守
工作岗位，珍惜今天香港来之不易的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稳定经济基础和多元包容的社
会环境。

发言人说，香港经济正受到外围不利因素
以及香港社会事件困扰，处境严峻，最新经济
数据显示经济动力正逐步减弱，是十年来最差

的情况，经济陷入衰退的
风险也正逐步增大。任何
大规模罢工和暴力冲突都
会影响香港各区市民的正
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并进
一步损害正面临下行风险
的香港经济，更会削弱国

际社会和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社会和经济的信
心，对香港的整体治安、经济、民生、就业造成
极大的破坏，并对社会各阶层带来损失和
伤害。

特区政府重申，整个公务员队伍必须保持
团结，以应对目前的压力和挑战。这是一个艰
难的时刻，公务员必须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
归，一起努力维护公务员队伍的核心价值，切
勿因个人理念而影响政府有效运作或对市民
的公共服务，避免动摇市民对公务员不偏不倚
执行职务的信心。

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记者刘欢） 发
起守护国旗行动、自发重新升起国旗、持续发
声谴责暴徒……香港一些极端激进分子 3 日
扯下某建筑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
扔入海中的恶劣行径，引发香港社会各界愤
慨，民众纷纷用行动守护五星红旗、维护国家
尊严。

3日晚间，以青年为主的香港网民发起“守
护国旗行动”。4 日凌晨，十几名香港市民自
发来到尖沙咀天星码头附近的现场重新升起
国旗。4 日上午，数十名香港市民齐聚国旗
下，高唱国歌，高呼“五星红旗、永照大地”等口
号。发起人宣读声明表示，希望社会各界放下
成见，共同守护香港，守护“一国两制”。

市民庄先生表示，对3日发生的侮辱国旗
事件感到非常愤慨，国旗是国家、民族尊严的
象征，代表着所有中国人，绝对不可以被玷
污。特区政府必须严惩暴徒，同时对所有非法
及暴力行为绝不姑息、严正执法。

记者 4 日来到尖沙咀天星码头五支旗杆
处，发现最高处的五星红旗正在迎风飘扬，周
边秩序井然，有人在排队参观展览，有人拿起
手机拍摄维港美景。对于 3 日晚间发生的事
件，不少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惊讶和愤

慨，希望能尽快找出暴徒绳之以法。
香港社会各界持续发声，谴责暴徒践踏国

家尊严、冲击“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要
求特区政府采取坚决行动维护“一国两制”，维
护国家、民族尊严。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发表声明指出，
极端分子行为蔑视国家权威、践踏国家尊严、
冲击“一国两制”底线，事态严重并绝不可容
忍。本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望警方及相关
部门严惩暴徒，以儆效尤。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
勇认为，侮辱国旗属于公然挑战国家，是疯狂
且愚蠢的行为。在任何国家，分裂国家主权的
下场都是一样的，既成为历史的罪人，也要为
此负上法律责任。他呼吁香港市民要与这类
人士划清界限，不要让近似“恐怖主义”的行为
绑架香港。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表示，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旗是国家尊严的体现。部
分示威者不尊重国旗和国家，令大部分爱国爱
港的香港人感到非常愤怒。此类行为更严重
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打击旅游业及相
关行业，包括酒店业、会议展览活动等。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行

为！”香港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卢业樑说，
国旗代表着国家、民族，这些人这样对待自己
国家的国旗，是“脑袋烧坏了”，无知无耻，令人
愤怒。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建明
说，见到激进分子将国旗丢入海中，感到十分
痛心。侮辱国旗不仅是对国家主权、权威的挑
战，也是对“一国两制”的挑战。对侮辱国旗
者，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依法严惩。他说，他和
几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正计划响应全国政协
副主席梁振英的悬赏缉凶通告，成立悬赏
基金。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表示，侮辱
国旗事件是个别极端分子的蓄意行为，并不代
表七百多万香港市民，也不代表绝大多数香港
年轻人。极端分子置香港利益于不顾，与大多
数市民的前途利益作对，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
要对这一恶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从冲击破坏立法会，到冲击中联办涂污
国徽，再到将国旗丢入海中，香港乱局持续了
50 多天，何时才能看见终结的曙光？”中国香
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说，政治绑架社会，对香港非常不利，希望各界
继续努力，尽快终结暴力，共同守护香港。

“守护五星红旗 维护国家尊严”
——香港各界持续发声谴责暴徒侮辱国旗的恶劣行径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发言人4日就香港8月3日晚数名极端
激进示威者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中一事发表谈话，对有关
恶劣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8 月 3 日晚，数名蒙面黑
衣示威者在香港尖沙咀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扔入海中。这一行
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徽条例》，公然冒犯
国家、民族尊严，肆意践踏“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极大地伤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
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我
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队和司法机构
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

该发言人表示，极少数极端激进分子侮辱
国旗的丑陋行径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
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由表达意见的范畴，滑进犯
罪的深渊。对此必须依法严厉惩处，绝不
手软。

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中央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
责人 4 日发表声明，严厉
谴责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
辱国旗、挑战国家主权的
违法行径。

该负责人表示，8 月
3 日下午，香港有丧心病
狂的极端激进分子在尖沙

咀扯下某建筑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并扔入海中，这是继7月21日激进示威者围攻
中联办、污损国徽后对国家尊严的又一次公开
挑衅。该负责人强调，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容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不容触碰，包括广大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不容
肆意伤害。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恶行必须依法
严惩。

该负责人重申，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
警方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维护
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示威活动已远超和平理性 绝不纵容违法行为

从围攻立法会、香港中联办，到围攻警署、
制造爆炸品等暴力武器，香港近期暴力行为不
断升级，已令所有关爱香港的人痛心不已。香
港当务之急是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
止暴力，尽快恢复社会安定，维护香港良好
法治。

一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力分子
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
的范畴，脱离了诉求轨道、扭曲了事件本身。
众所周知，事情起因于修订《逃犯条例》，但特
区政府早就宣布暂缓修例，相应的立法工作也
随之完全停止。然而，激进暴力分子不但没有
止步，还变本加厉。他们围堵香港中联办、污
损国徽、围攻警署、殴打警察、污辱国旗，甚至
在非法游行集会中喊出“港独”的口号，不仅践
踏香港法治，更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种
种迹象显示，激进暴力分子根本不是为了反修
例诉求，根本就在于搞乱香港、搞衰香港，摧毁

“一国两制”。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

行。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蔓延过程中，作为社
会秩序的守护者，香港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针对香港社会的和平游行集会，特区警方
一直依法批准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然而，激进
暴力分子以和平游行作掩护，每每突破法治底
线，用砖头、铁枝甚至汽油弹攻击警察，使用有
毒有害液体、粉末袭击警察，甚至咬断警察手
指，其行径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还煽动仇警
情绪，人肉搜索警察家人，恶毒咒骂警察子
女。在个人与家庭都饱受身心困扰的情况下，
香港警队仍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无惧无畏、忍
辱负重，令人敬佩，其专业精神值得香港市民
的赞许。

暴力冲击行为已严重威胁香港公众安全，
对香港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
都造成严重影响。零售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一个多月来，营业额大幅下跌。人们忧心的
是，如果暴力行为再持续，法治基础、营商环
境、社会秩序等香港经济立足的根基势必遭到
破坏。从目前态势看，要有效制止暴力，不能
仅靠香港警方孤军奋战。香港各界都要充分
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抵制暴力。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事
态的严重性，对激进暴力分子坚定说“不”，对
企图摧毁“一国两制”、搞乱香港、搞衰香港的
势力坚定说“不”，坚决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行
径，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繁荣稳定，事
关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福祉，事关国家的主权、
安全，事关“一国两制”的前途命运。中央政府
坚定地支持香港警方、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
法惩治暴力违法行为，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
责任。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记者周文其）
部分人士3日在香港油尖旺区举行游行，期

间，一些极端分子做出破坏国旗、冲击警署等
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4 日凌晨对此表
示强烈谴责。香港警方也对暴力行为予以最
严厉谴责。警方公布，在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
拘捕超过20人。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示威活动期间，部
分激进示威者有暴力冲击警署、破坏汽车、多

处纵火等行为。同时，怀疑有示威者刻意破坏
国旗，触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徽条
例》。政府对于激进示威者目无法纪、蓄意破
坏社会安宁，甚至挑战国家主权，予以强烈谴
责。警方会严正执法，而使用暴力的违法示威
者亦应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警方表示，对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予以最严厉谴责，并强调会对所有非法及暴力
行为严正执法。警方有能力及决心维护社会

安宁，绝不姑息任何暴力
行为。

香港警方介绍，3 日
晚至 4 日凌晨期间，示威
者以围栏等杂物堵塞红磡

海底隧道收费广场两边行车线，导致两边隧道
封闭、交通严重受阻；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尖
沙咀警署，大肆毁坏警署外设施并在多处纵
火；部分激进示威者包围黄大仙纪律部队宿
舍，向宿舍投掷爆竹及大量杂物，严重威胁居
民的人身安全。

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
拘捕涉嫌非法集结及袭击等行为的示威者超
过20人。

国 务 院 港 澳 办 发 言 人 严 厉 谴 责
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行径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行径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香港特区政府、警方强烈谴责破坏国旗及暴力行为

（上接第一版）
关于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
的重大风险攻坚战。过去两年，防控金融
风险取得初步成效，但这既是攻坚战，也
是一场持久战。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主线仍然是结构性去杠杆，特别要关注以
下3个问题。

一是关于去杠杆的政策组合。就不
同类型金融政策之间的组合而言，货币政
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构成三
支柱金融政策框架。要注意不同政策之
间的“动”“静”搭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
慎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应强调

“动”和灵活性、适时预调微调，以适应经
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变化。其中，货币政策
的逆周期是逆经济周期，主要职责是稳增
长和防通缩，避免因价格水平下降和实际
债务上升而陷入“债务通缩”陷阱，避免因
经济失速而陷入信用自我紧缩循环。宏
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是逆金融周期，主要
职责是抑泡沫，抑制信贷泡沫和抑制房地
产泡沫。微观审慎监管应强调“静”和稳
定性，注重保持定力，以维护行业秩序和
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与货币政策形成叠
加，同时弥补宏观审慎政策跟进可能不及
时的风险。比如，在货币政策放松背景
下，若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未能及时建
立和完善，就必须依赖微观审慎监管发挥
作用。在宏观政策逆周期成为共识的背
景下，要特别注意避免微观审慎监管也陷
入逆周期误区。

二是关于三角形支撑框架。支撑框
架的3个角，分别是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
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
功能。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比较好理解，因
为金融一定程度上就是实体经济的镜像
反映，微观主体活力强，盈利能力提升，才
能防风险。而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在
去杠杆背景下，千万要避免将其理解为让
股票市场在短期内尽量多地提供股权融
资。否则，很容易滋生大量金融风险。应
当以“内源—外源融资”的视角，将其与增
强微观主体活力结合起来，也就是要通过
建立一个规范、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发挥股票市场在提升微观主体活力、
支持创新性企业、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比
较优势，增强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通过
提升经济效率促进去杠杆；发挥股票市场
在强化金融体系内部竞争、优化金融结构
和支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作
用，通过提升金融效率促进去杠杆。

三是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靠改革、依靠发展来防风险，在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领域同样适用，因此要继续推
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对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
过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就是对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认识，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
上，也可对照八字方针来赋予其新的
含义。

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
个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要
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防风险放到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期、艰巨的历史进
程中考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
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
规则来防范风险，发挥制度在防风险中的
战斗力。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既要补
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具体到外部
环境风险，底线就是核心利益。

二是要制定正确的防范化解风险的
战略战术。当前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正确
的战略战术关键是“积极防御”。积极防
御是毛泽东主席著作中常用的一个术语，
与消极防御相对应。消极防御实际上是
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
为了最终实现反攻和进攻目标的防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风险赛跑”“要敢于
亮剑，敢于揭开盖子”“为国不可以生事，
亦不可以畏事”“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
早处置”，强调“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
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
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都说明了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求实的精
神积极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力量。可以概括为“四个依
靠”，即依靠干部、依靠人民、依靠改革、依
靠开放。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
定的因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啃硬骨
头，需要依靠一批具有全局意识、领导能
力、斗争精神并能真刀真枪地干的领导干
部。风险来自市场、企业和金融机构，涉
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要善于引导群
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
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很多风险的源头
都在于体制性障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只
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要有长效机制。比
如，科技产业风险，单靠增加投入是不够
的，主要还在于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全面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基础。既不能停下来解决风险
问题，也不能为了发展漠视风险，导致小
风险积累成大问题，要平衡好保持稳定发
展与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在发展中解决
矛盾，消除隐患。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