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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7日电 17
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的“反暴
力、救香港”大集会，吸引了近50万
香港市民参与。“沉默的大多数”不
再沉默，他们通过一封质朴平实的
信、一件件“撑警”蓝色文化衫、自
发组成的“妈妈团”的心声，表达

“求稳定、求安定”的主流民意，呼
吁香港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给孩子的一封信
“亲爱的孩子: 最近香港纷纷

扰扰，只有听到你天真的笑声，才
得到片刻开怀，夜里看着你甜甜熟
睡的脸，才能有片刻安宁。”

“那天下午，你打电话给我，惊
慌痛哭，原来是在家中窗口见到街
上黑衣示威者经过大厦门口，我说
不用怕，留在家中还是很安全的。
我其实没有告诉你，你爸爸住在纪
律部队宿舍的同事，晚上出外执勤
时，家中只留下老人家和小朋友，
他们家的窗也被掷破了，只得互相
抱着哭，在恐慌中度过黑夜。孩
子，其实香港最近很多人都在流
泪，但就如我平日教你一样，不要
顾着自怜自悯，哭过后，擦擦眼泪，
便得站起来。”

“你若问我爸爸可不可以不做
警察，我会答你不是不可以，但这
份工作是爸爸所爱的工作，我们不
应要求他离开自己的岗位。最近
他日以继夜的上班，身体上的辛苦
还可以挨过去，最辛苦的其实是面
对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知道爸爸
并没有忘记他当警察的初衷，就是
维持治安、保护巿民。现在警队正
是最需要人手之际，我们只能支持
他，因为爸爸不会离弃警队，我们

不会离弃爸爸。”
“你若问我可不可以离开香

港，我会答你不是不可以，但香港
是我们所爱的城巿，我们不想离开
自己的家。妈妈希望留在香港，和
家人、和香港人共渡难关，为香港
努力，直至最后一刻。我们要好好
过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可以为时
局做一点什么，无论是如何卑微，
至少我们尝试过。”

“孩子，在你日后长长的旅途，
我希望你要始终相信爱。或者在
这个敌我分明的时势还说爱，有人
会觉得很荒谬，但如果我们忘记了
爱，让仇恨蒙蔽了眼睛，再没有同
理心去明白事物的多样性，我们的
世界将会变得非常危险。忘记了
爱，很快连快乐也再记不起。”

“未来的路，一点都不容易。
若干年后，你再看这封信定必看得
更明白。遇上难过的时刻，请记
住，你不单要做好警察的孩子，你
还要努力做好一个人。爸爸妈妈
会一直守护你，守护香港。”

集会现场播放了警嫂写给孩
子的一封信，情真意切，令人动
容。尽管备受委屈和欺凌，但她对
于作为警察的丈夫和丈夫的工作，
依然充满爱意和敬意。对于香港
这座正在遭受磨难的城市，依然充
满眷恋和深情。

文化衫和妈妈团
“撑警”蓝色文化衫在集会现

场颇为醒目。不少市民身穿这一
款文化衫，胸前是“我爱警察”字
样，后背则印着“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身穿文化衫的李小姐说：“如

果暴徒没用暴力，警察就不会用武
力。我们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法，
制止暴力。”

集会现场有大批维护秩序的
警察，市民对他们竖起大拇指，高
喊“加油！”“我们支持你！”警察也
对市民的支持报以点头微笑，场面
温馨。集会结束后，不少市民主动
找警察合影留念，并高呼撑警口
号。

“我们要告诉小孩子，我们的
集会和平、有秩序，跟暴力游行不
一样！”带着女儿和侄女来参加集
会的陆女士自豪地说，“看到这么
多年轻人在街上实施暴力行为，我
一定要给小孩树立榜样，让她们学
会理智。”

集会结束后，陆女士带着女儿
和侄女去跟维护集会秩序的警察
合影。“警察真的好辛苦，阿Sir加
油！”合影结束后，陆女士女儿小廖
给警察打气加油。

当日中午时分，香港天文台发
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为了我们
的孩子，不说黄雨警告，就算是黑
雨警告我们也义不容辞！”温迪和
一众好友自发组成“妈妈团”来到
集会现场，她们身着白色、蓝色等
浅色衣服，手里挥舞着国旗。

她告诉记者，近两个月来暴力
示威不断，自己的生活备受影响，
不仅平时上班要避开示威者，就连
周末也不敢带儿子出门。

“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安宁，为
了香港重回发展正轨，我们这群妈
妈拒绝沉默，一定要让世界听到我
们的声音。”温迪坚定地说。

各界发言呼吁“反暴力，救香

港”
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集会，

共同发声“反暴力、救香港”。
全国政协原常委、九龙仓集团

原主席吴光正表示，暴力是自由的
敌人。70多岁的老人在香港机场
被欺凌，他之前从未见过，他也70
多岁，对此颇有感触，所以要出来
发声。暴力很恐怖、惊人，而沉默
会引致更多暴力，他支持“反暴
力”。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
指出，集会人数有47.6万，显示香
港众多市民希望香港恢复秩序，反
对任何暴力；人数比上月的“守护
香港大集会”更多，显示香港到了
更严峻的时候。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
锦良表示，过去两个月在香港出现
回归以来未见的乱象，香港市民受
够了。年轻人走到前线，被拘捕而
断送前途，尤其令人痛心。他说，
反对罢课，反对政治凌驾教育将学
校推入政治漩涡，呼吁教育工作者

坚守岗位，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暴
力，共同守护下一代。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
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说，有些
人提出不合理、对香港市民没有好
处的要求，就要拒绝，比如要求犯
罪后进行特赦。自由不包括损毁
公物、破坏警察宿舍、欺凌警察家
属，以及在机场上演全世界都觉得
丑陋的暴乱。

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副会长张
玉书表示，整个社团有近千人来参
加此次集会，表达拒绝暴力、渴望
和谐安定的诉求。示威者不断将
暴力升级，从堵塞交通，到瘫痪机
场，甚至非法禁锢、虐待内地居民，
香港市民决定不再沉默，坚定站出
来反对暴行。

香港知名艺人钟镇涛说，很高
兴见到沉默一群出来“反暴力、救
香港”，香港是大家土生土长的地
方，没人有权破坏。他还呼吁更多
演艺界人士站出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700万年前，非洲大地上活跃的灵
长目动物群落中，一个身影站起，
在人猿即将揖别的“岔路口”，迈出
了个体的一小步，却成为人类的一
大步。

今天，这个“岔路口”所在地，
是乍得的一处偏远沙漠。那个身
影留下的头骨已被岁月变成化石，
在风沙中不经意间暴露在人们眼
前。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
发现化石团队的领导者、法国法兰
西公学院教授米歇尔·布吕内近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他
的名字叫‘图迈’，在当地语言中意
为‘生命的希望’。”
什么是人：图迈面临的争议

图迈的头骨化石由布吕内团
队在 2001年发现，真品现藏于乍
得国家科研发展中心，复制品在乍
得国家博物馆、塞内加尔黑人文明

博物馆等地都有展览。黑人文明
博物馆主任研究员艾梅·康图桑介
绍：“图迈被认为存在于灵长目黑
猩猩属和人属之间。”这种表述反
映出图迈曾面临的争议。

根据图迈头骨复原的面部图
像能直观地说明争议，复原头像上
的毛发、五官看起来有些像猩猩。
专家认为图迈是男性，其化石呈现
出猿与人的混合特征：颅骨形态与
猿类相似，脑量与黑猩猩接近，眶
间距与大猩猩相似。

布吕内团队2002年7月在英
国《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图迈的
论文后仅仅3个月，美国密歇根大
学古人类实验室的米尔福德·沃尔
波夫等人就于10月在《自然》上发
表质疑文章，认为图迈仍然是猿而
不是人。

不过也有很多支持图迈是人
的证据，布吕内2005年在《自然》上
发表了回应文章。他告诉记者：

“有人说这是一只大猩猩，那犬齿
会是空心的，而且非常大，但这是
人类的犬齿。头骨上的枕骨大孔
位置也与大猩猩和黑猩猩不一样，
而是符合人类两腿直立行走的特
征。”

“什么是人？”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
秀杰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相关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是对人的
定义。

“20世纪60年代以前，古人类
学界一般以能否制造工具作为划
分人与古猿的界限。但后来发现，
制造工具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黑
猩猩等动物也会制造工具。因此
古人类学界逐渐采用了新的标准：
习惯性两腿直立行走。”

吴秀杰说，图迈头骨的枕骨大
孔位置与我们一样向下，表明头骨
垂直位于脊柱上，显示它已习惯性
两腿直立行走，“这是决定性的证
据”。她说，现在学术界对图迈的
分类是撒海尔人乍得种，虽然不属
于现代人所在的人属，但同属人类
大家庭，这与其他一些古人类一
样。
人猿揖别：700万年前的分叉口

既然图迈是人，那它的“年纪”
就特别有意义。布吕内团队2008
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
论文说，图迈头骨的测年结果为
680万年到720万年之间，为了方
便常说是 700万年。他说：“迄今
没有发现比这更久远的人类了。”

这意味着人类起源的时间，被
图迈往前推了一大截。

多年来，著名古人类化石露西
被称作“人类老祖母”。1974年在

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这具女性骨架
化石，以完整性和久远性而极受重
视。化石中包含头骨、肋骨、臂骨
等，到现在也是同类化石中最为完
整的。其“年纪”约为350万年，在
被发现后长期稳坐世界头把交椅。

不过更古老的化石陆续出
现。2000年在肯尼亚发现的一种
古人类化石因发现时间而得名千
禧人，年代距今约 600万年，夺得
了“最高辈分”的宝座。仅一年后，
图迈就在乍得被发现，又将人类起
源的时间推前了100万年。

图迈的意义不仅在时间上，还
在空间上。在图迈之前，由于露西
等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都是在非
洲东部被发现的，法国著名古人类
学家伊夫·科庞提出了“东边故事”
理论，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大峡谷
以东。而图迈出现于非洲中部乍
得的沙漠之中，位置往大峡谷以西
移动了约2500公里，打破了“东边
故事”理论。

“图迈的发现说明了科学研究
的进步，”康图桑说，“随着科技的
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古
老的人类。”
盲人摸象：祖先进化树尚未探清

站在700万年前的图迈，是我
们现在能看见的最早前辈，那他是
我们的祖先吗？

普通民众可能会自然产生这
样的想法。在乍得，大多数人都知
道图迈，并以此为傲。乍得民众阿
布巴卡尔·萨利赫说：“图迈是人类
的祖先，而我们是图迈的后代，这
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专家看来，人类祖先的进
化树还远未探清。吴秀杰说：“由

于化石的稀少性，我们对古人类进
化树的研究还是盲人摸象。”

现在古人类学界“摸”出来的
一个主流观点是早期人类的“非洲
起源”，这是因为目前发现的 200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都在非洲。

“人类在非洲度过了很长时间，”布
吕内说，从极长的时间尺度看，“我
们都是非洲人，非洲之外，都是移
民”。

不过对于时间更近的各地现
代人如何起源，学术界还存在争
议。比如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国际
上有观点认为，虽然这里有170万
年前的元谋人和77万年前的北京
猿人，但这些古人类可能没有熬过
冰河时期，约6万年前又有一批古
人类从非洲走出到达这里。

但是，近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发
现了许多新的化石证据，如距今10
万年左右的许昌人、道县人、黄龙
洞人、崇左智人洞人等。这些新的
化石证据对“中国没有早于6万年
的现代人”这个观点提出了有力挑
战。

吴秀杰说：“古人类各支的进
化不是孤立、线性的过程，而是复
杂的树丛状过程。各支之间可能
有混合，有的分支可能后来灭亡
了，又可能某处产生新的分支。现
在还没有探清人类进化树的主干
和全貌。”

图迈是否就是今天我们现代
人、乃至具体到乍得人的祖先，现
在还说不清楚。吴秀杰说：“不过
如果从特别长的时间尺度看，可以
说图迈和我们所有现代人都是亲
戚。”

一封信·文化衫·妈妈团
——“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亮点一瞥

700万年前的“岔路口”，他走向人类这边

8月8日，法国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米歇尔·布吕内在位于巴黎
的办公室内接受采访。

8月17日，香港各界人士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
集会（无人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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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下的是路，竖起的是碑，
连接的是心，通达的是富。

初秋时节，“我家门口那条
路”江苏展示周走进丹阳，记者
跟随与会人员行走在全市含蓄
而美丽的乡村道路上，不仅领略
到了鸟语花香、水美路阔的乡村
魅力，更感受到了丹阳人筑梦前
行的责任力量。我市“四好农村
路”的相继建成通车，促进了农
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农业结构调
整，带动了乡村旅游兴起，方便
了农村群众出行，提升了农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

“四好农村路”正在希望的
田野上蜿蜒，向那诗和远方，向
那乡村振兴之路奋勇前行。

[对话乡村] 黄土植新绿，
乡村铺通途。2103.788公里已建
成的农村公路，其中县道411.456
公里、乡道 680.631 公里、村道
1011.701公里。镇村公交线路28
条，以12个建制镇为镇村公交中
心节点，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镇村
公交的全覆盖，让越来越多村民
实现了“出家门、上车门、进城门”
的便捷交通。景区景点、文化遗
存、乡村旅游点、美丽田园因此被
唤醒，2018年，我市全年观光休闲
农业年接待收入 11525万元，其
中相关农产品及加工收入 5300
万元，全市从业人员超过 2480
人，带动周边农户6500余户。“四
好农村路”让农村更强、农民更
富、乡村更美。

[镜头聚焦1] 走进司徒镇

万新光学的生产厂房，只见干净

整洁的生产厂房内，自动化生产

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装有镜

片和加工数据单的专用盒通过

传送带传送至每个流程。1973

年成立的万新光学如今是亚洲

最大的树脂镜片生产企业，产品

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

年完成眼镜销售12亿元，出口

创汇5600万美元。

[新闻广角] 提起丹阳，很
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配眼镜
去”！丹阳是眼镜之都，一副小小

的眼镜，让这座城市蜚声海内外。
“自从四好农路建设以来，

多条道路的贯通，大大促进了司
徒镇的招商引资能力，促使司徒
镇成为我市重要的眼镜生产基
地，并建立了江苏省中小企业产
业聚集示范区、中国眼镜产业
园、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司徒眼镜产业如今
已形成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
龙的社会化分工、规模化配套、
上下衔接的产业体系，全镇现有
眼镜企业近 400家，年产各类镜
片2亿多副，产量占到全国的三
分之一。

在司徒镇大力推动产业富
民的进程中，司徒镇生态大道应
运而生，在这条“田园牧歌”式的
生态大道上，民间文化广场、农
耕节气长廊等特色节点引人注
目，以生态大道为主线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生态良好，为园区发
展生态休闲农业创造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将原来分散的茶叶、
苗木、休闲农业、林果等产业串
成一串灿烂的“珍珠链”，使特色
农产品走向了城市的各个角
落。2018年，园区年销售达 5.6
亿元，带动周边6个村1300多名
农民增收致富，农民人均增收
4000元/年。

“四好农村路”的相继建成
通车，奏响了农村美、农业强、农
民富的三重奏，孕育了一大批功
能性的农村物流节点和现代农
业园区，让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的双向流动越发顺畅。凭
借一条条畅通、安全、舒适、优美
的农村公路，加上沪宁高速、312
国道、122 省道穿境而过，司徒
镇成为了沪宁线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

[镜头聚焦2] 沿着访上线

一路前行，只见一条弯曲有致的

柏油路，两行郁郁葱葱的高大水

杉，搭配上晴好天气的蓝天白

云，形成了一幅绝美的初秋工笔

画。一路走一路看，来到访仙镇

双茆村，这里原本“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的状况已成为历

史，村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

车”成为现实。目前，双茆村道

路硬化面积10万平方米，道路

绿化面积2万平方米，已安装路

灯400多盏，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交通出行。每到傍晚时分，双茆

村村庄道路上散步的村民络绎

不绝，纷纷夸赞“农村不比城市

差”！

[新闻广角]“自‘四好农村
路’建设以来，双茆村实现了道
路硬化、亮化、农田设施网格
化。村民生产经营方式打破了
传统的稻麦单一种植模式，形成
了蔬菜种植、葡萄栽培、水产养
殖多种经营模式，农村生产经营
经济效益不断提升，农民收入也
翻了几倍。”双茆村党支部副书
记董铭智自豪地向参观人员介
绍。

“四好农村路”的提档升级
也给当地农产品的种植和外销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访仙镇小胖
果园的种植户孙军义告诉参观
人员：“现在道路直通果园，路边
过往的车辆多了，客户随之增
多，果园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以前道路不方便，5公里
的乡村道路开车要 20分钟，生
意也不好，运输肥料和浇灌也都
非常困难，现在游客可以直接到
果园采摘，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产
业的发展。”

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度。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四好农村路”建设，围绕“交通
强市、交通兴镇、交通富民”和

“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总体
目标，累计投入44亿元，建设农
村公路 652公里，实现了行政村
双车道四级路覆盖率达 100%，
全 市 镇 村 公 交 通 达 率 保 持
100%。此外，我市还将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高度，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
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
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
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镜头聚焦3] 浓情八月，

阳光明媚。“我家门口那条路”江

苏丹阳展示周活动车辆行驶在

丁延线上，从屯甸至九里村，一

路可以看到漫山的茶树、纵横阡

陌的鱼塘以及悠久传承的历史

名村。走进九里村，可以看到这

里将“风景”变成“产业”，将村民

的“乡愁”转化成发展的“动力”，

让九里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成

为了游客寻找“乡愁”、寻访“古

迹”、见证传统与现代“碰撞”的

新农村。漫步延陵季子庙，庙中

的沸井涌泉和十字碑十分夺目，

立于季子碑前，感受礼仪之邦的

诚信文化，体会一场穿梭千年的

文化之旅。

[新闻广角] 大路无言铸丰
碑。我市历史文化悠久，是春秋
时期“三让王位”、诚信先贤、德
者季子的封疆之地，也是南朝齐
梁两代 12位帝王的故里，我市
致力于将农村公路打造成丹阳
的历史文明之路和文化传承之
路，进一步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
力度，改善古村环境，增加公共
基础设施，加大绿化，提高村民
生活水平，打造旅游产业。同
时，以开展“我家门口那条路”主
题活动为契机，结合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特色田园乡村、美
丽宜居村庄建设要求，按照“公
路围着产业建，产业围着公路
转”的总体要求和“农旅结合、农
旅互兴”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
农路品牌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加
强农村公路管理，开展道理安全
隐患整治和路域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打造

“特色致富路”“平安放心路”“美
丽乡村路”和“美好生活路”。

目前，我市“镜彩农路·丹凤
朝阳”已经逐渐成为农村高质量
发展的新品牌，这一条条公路，
绵延在乡村道路上，成为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织就了农村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铺就了丹阳人民
奔向小康致富路的“加速度”。

美丽农路正成为一道道“富民风景线”
——“我家门口那条路”江苏丹阳展示周活动随行记

本报记者 魏郡玉

一点小细节，改变大环境。
连日来，我市在积极清理城市卫
生死角的同时，不断从环卫保洁
细节入手，提高城市环境卫生质
量，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图
为一开发区环卫工人正在清洗路
边垃圾桶。

（记者 丽萍 摄）

国家卫国家卫生城市生城市复审迎检复审迎检

全 民全 民 共 同共 同 行 动行 动

从细节入手
让城市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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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被终生禁驾
他们都干了啥

在全省交警部门集中开展的

终生禁驾人员、突出违法车辆、典

型事故案例、事故多发路段、高危

风险运输企业“五大曝光”行动

中，镇江交警部门公布了今年第

二批终生禁驾人员名单，其中我

市有5名机驾人员因交通肇事触

犯刑律而永久与驾驶证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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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多云为主
早晚凉爽舒适

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预计气温变化不大，其中最低气

温23℃左右，最高气温难达到高

温线，早晚时分凉爽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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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暴力、救香港”
大集会有啥亮点

17日下午在添马公园举行

的“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吸引

了近50万香港市民参与。“沉默

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他们通过一

封质朴平实的信、一件件“撑警”

蓝色文化衫、自发组成的“妈妈

团”的心声，表达“求稳定、求安

定”的主流民意，呼吁香港尽快恢

复社会正常秩序。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