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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应
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率团访
问华盛顿，于10月 10日至 11
日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商

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易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宁吉喆，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
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
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王志军，中央农办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受文。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举行

中方牵头人刘鹤应邀赴美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8日说，中方对美方将中
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等机构以
及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
单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
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商务部7日发布公告，将中
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及其18家
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
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

回应美方涉疆错误决定

敦促美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香港10月 8日
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8日表示，在过去的长
周末，暴徒在香港各区施行
严重、广泛的破坏行为，包
括针对港铁和目标商户进行
破坏、袭击普通市民，以及
设置非法路障并截查车辆
等，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
步，特区政府会以最大决心
制止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8日出席行政
会议前会见媒体。她表示，
暴徒的暴力破坏行为对香港
的零售、餐饮、旅游和酒店
业造成严重打击，影响共约
60万基层员工的生计。特
区政府将尽快落实早前提出
的连串措施，帮助这些行业
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暴乱已经
持续近4个月，必须采取一些
更坚定的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
未见的恶劣情况。订立《禁止
蒙面规例》的目的是协助警方
执法，以及避免人们，特别是
年轻人，以为蒙面之后就无人
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罔顾法
纪，作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
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
香港现在的情况，首先要客观
地看事情，第二是要认清事件
的本质，第三希望他们有一颗
同理心，香港发生的事情要是
在其国家发生，他们会采取什
么行动。他们不能恶意批评香
港，或者为香港的暴力示威者
撑腰，说这是和平表达诉求的
自由，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暴徒无法无天

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新华社香港10月 4日
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 4日召开特别行政会
议，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引
用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以尽
快恢复社会秩序，止暴制乱。

林郑月娥强调，引用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不等

于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下赋予在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出
现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
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可订立任何其认为合乎公众利
益的规例。近期香港的情况就
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

林郑月娥表示，之所以要

订立“反蒙面法”，是因为过
去4个月进行暴力破坏的示威
者几乎全部都是蒙面的，目的
是隐藏身份，逃避刑责，因此
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订立
此法有助警方执法。《禁止蒙面
规例》将于10月5日零时起生
效实施，违反规例者最高判处
罚款2.5万港元及监禁1年。

香港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5日零时起生效实施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 （草案）》 10月 8
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

今年8月，政务处分法草
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10
月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法
草案分为7章，包括总则，政
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
及其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
程序，复审、复核、申诉，法
律责任和附则，共66条。中
国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

处分法草案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

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
施。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
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处
分”，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制
定政务处分法，将监察法的原
则规定具体化，把法定对象全
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
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
罚，构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
法网，有利于实现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
规定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
免机关、单位和监察机关，并明
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责任；明确
了党管干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
适用规则。设定了警告、记过、
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
政务处分。相应的处分期间为：
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
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
撤职，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
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

解除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
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其中，
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
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
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职
务、职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
党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
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的，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
序，对处分主体的立案、调查、

处分、宣布等程序作了明确规
定。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任
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
定，对各级人大（政协）或者其
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予
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先由人
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依
章程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
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
法作出处分决定。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合
法权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复
审、复核、申诉途径。草案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为2019年 11月 6
日。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8日表示，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与持久和平是大势所趋，中方
希望朝美双方保持耐心，相向而行。

据报道，5日，朝美双方在斯德
哥尔摩举行工作层磋商。会后，朝方
称，磋商未能达到朝方预期，已经破
裂。美国务院发言人称，美方与朝方
进行了良好讨论，并提议双方于两周
后再次磋商。

耿爽在 8 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直密切关注朝美工作层磋

商，注意到朝美双方有关表态。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持久和平是大
势所趋，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和共识。朝鲜半岛形势几十年来的起
伏波折告诉我们，对话协商才是根本
出路。

“我们希望朝美双方保持耐心，相
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寻找解决
各自关切的办法，推动半岛无核化和
政治解决进程沿着正确轨道继续走下
去。中方也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
用。”耿爽说。

谈朝美工作层磋商

希望朝美双方相向而行

新闻背景：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8日
就美国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涉港
错误言论及此后NBA总裁相关言论
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俱
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方提出
了严正交涉。中国篮球协会以及休斯
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也都相继发
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了。”他说。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中

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耿
爽说，“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
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有记者问及，NBA未来在华前景
如何？如想恢复同中方的关系，他们应
该怎么做？

“NBA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经有
相当长的时间了，下一步应该怎么说、
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耿爽说。

谈NBA事件

不了解中国民意行不通

血淋淋的断指、重度灼
伤坏死的手臂、血流披面的头
部……依法维安的警察和遵纪
守法的民众遭遇蒙面的违法分
子暴力袭击，一幕幕触目惊
心、令人痛心、深感愤慨的画
面几个月来在香港不断出现。
然而一些西方政客故意视而不
见，刻意颠倒黑白，为了自己
那点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置
法理、公义、人道于不顾，为
暴力辩护、为暴徒张目。“末

代港督”彭定康就是其中“佼
佼者”，其日前妄称香港特区
政府制订《禁止蒙面规例》是

“疯狂之举”的言论，完全将
自己锁定为无理、虚伪、偏
执、冷血、无耻的代名词。

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正把
香港引向危险的深渊，迫切需
要更加有效的举措止暴制乱。
4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引用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迈出了整肃
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步。这是让
暴徒罪行无所藏匿逃遁的合
情合理合法之举，有助于从
根本上止暴制乱，真正让香
港回到正常轨道，得到了香港
社会各界主流民意的肯定和支
持。

近四个月来，蒙面暴徒肆
无忌惮打砸抢烧，疯狂攻击围
殴警察、市民和旅客，严重危
害公共安全，严重破坏香港法

治，香港市民深受其害、苦不
堪言。彭定康完全无视发生在
香港的种种暴行，完全漠视香
港大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 ， 把 暴 徒 说 成 是 “ 人
民”，把特区政府为止暴制
乱、保境安民而制订 《禁止
蒙面规例》 的正义之举说成
是“绝对疯狂”。但凡明点
事理的人，都看得清楚，此
人从头到尾种种说辞都毫无
根据，是非不分。此人与那些

暴徒一样，都是与香港安宁和港
人福祉为敌、与公理正义人道为
敌的冷血狂徒。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定支持香
港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
决回击彭定康之流西方势力干
预香港、祸害香港的疯狂罪恶
勾当。

（据新华社）

坚决回击彭定康之流西方势力干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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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提炼“乡土味”

做实“接地气”

1977年，时年15岁的陈松
青从苏州艺校评弹班毕业进入吴
江评弹团，凭借对戏曲文化传承
的执念，他从改编经典名篇名段
起，逐渐进入原创作品平台。

吴江曲种丰富，名家灿若星
辰，尤其是评弹有着良好的群众
基础，“一般书场能容纳听众
100多人，但听众多的时候根本
坐不下，直接要去电影院表
演。”在陈松青的印象中，苏州
评弹在吴江人心中历来有着不可
替代的分量，特别是以“地产”
人物故事创作的作品不仅有着淳
朴的“乡土味”，还有浓浓的乡
愁，格外受欢迎。

吴江有丰富的文艺素材，更
有流传百年的经典故事，提炼

“乡土味”，做实“接地气”，除
了评弹，同里宣卷、横扇湖滩说
书、三句半等曲艺表演也逐渐加
入本土元素。21世纪初期，以

“五姑娘”“袁了凡”为素材的原
创作品进入鼎盛时期，中篇评弹
《五姑娘》和《袁了凡》均斩获
江苏省“文华奖”。

此外，各区镇以本土特色为
主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平望镇
以“大运河”为名创作歌舞《运
河欢歌》《运河古镇》，震泽镇以

“蚕桑”为题编排舞蹈《慈云巧
妹》、情景剧《费达生》，同里镇
以退思园为主题的剪纸作品屡次
获奖。

品“一枝独秀”

观“百花齐放”

上世纪60年代，12位评弹
艺人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
组建吴江县评弹团，他们一根扁
担两条腿，走遍了全县生产队，
匠心演绎名篇名段，为农民送上
精神食粮。享有“中国曲艺之
乡”美誉的吴江，素来是曲艺舞
台的高地，其中苏州评弹就是吴
江曲艺界的中流砥柱，但吴江文
艺从来不是一枝独秀。

新中国成立以来，外来人口
的涌入，带来新的曲种。记者翻
阅相关资料发现，随着上海说
唱、浦东说书、山东快书、双簧
等曲种的涌入，让南北曲艺相互
交融、相映成辉，呈现出不少精
品力作，如浦东说书《宝宝托儿
所》曾获得市级繁荣奖。

70年间，吴江文艺工作者
和爱好者们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
不懈努力，在文学、书法、摄
影、广播剧等领域均取得丰硕成
果。近年来，“诗词之乡”“戏曲

之乡”“文学之乡”，三大建设打
造了吴江文艺工作的新品牌，也
涌现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如华建
平的书法作品《古诗一首》和钮
泉娜的摄影作品《春耕》均获得
江苏省“五星工程奖”，广播剧
《倪征 东京激辩》获得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奖”，吴晓风的歌曲
《太湖，我心中的眷恋》获得中
国音乐“金钟奖”。

创文艺精品

绘时代气象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上世纪
50年代，表演唱《人民公社就
是好》、评弹开篇《这条路走对
了》大放异彩。陈松青从业那
年，“文革”刚结束不久，“伤痕
文学”大行其道，一批反映十年
动乱的文艺作品破土而出。

今年79岁的张明观当时是
一名小学教师，爱好文学创作的
他经常被邀请参与文艺汇演作品
的编撰。张明观回忆说，那时他
创作的作品均以粉碎“四人帮”
为主题，这类作品最能代表百姓
心声，引起观众的共鸣。

上世纪80年代初，以计生
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相
声《教子有方》获得苏州市优秀
作品奖。1984年 7月，吴江县
文联成立，文坛迎来蓬勃发展的
春天，随着吴江首届文学艺术节
的开幕，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达
到顶峰，张明观的人物传记《柳
亚子传》获得特别奖。

2006年，苏州评弹成为中
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
经历文化传承低谷的陈松青来
说，“天快要亮了”。同年，陈松
青夫妇被评为吴江评弹非遗传承
人。近年来，在做好“新老交
替”的同时，陈松青也在精品创
作中不断摸索，其中《半条红军
被》 的诞生花了两年多时间。

“精品就要精益求精。”陈松青介
绍说，这部作品从一句台词的斟
酌，到一个动作的排练，反反复
复经历上百次修改，基于专家的
点评，听众的反响，全程60多
场的演出，每一场都是上一场的
再修改再提炼再完善，最终踏上
了国家顶级文化艺术盛会的舞
台。

新时代，新征程。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伟表示：“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加快创作生产一批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叫好又
叫座的精品力作、扛鼎之作，
自觉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
传统文化的弘扬者、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努力为新时代吴江文
艺事业的繁荣兴盛作出更大贡
献！”

文艺精品书写吴江时代华章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1977年 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重启关
闭10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
就在这次会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
说，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
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
格人才。发言引起邓小平高度重
视，他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招生
制度就从今年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
新生文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
生的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他
明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
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
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10月，
这一意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并通过，并得到国务院批准。
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
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恢复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 年冬天，570 万年龄
参差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
场。这次考试规模之大，不仅创
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
亦堪称世界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
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
进了大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
试，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现，上大学
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新制
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
国重新开启高考之门，预示着一
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的
来临！

重启高考之门

——新中国峥嵘岁月

外交部回应热点问题
口，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等机构
以及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
清单、实施出口限制，这种行径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新
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谓人权
问题，有关指责只不过是美方为干涉
中国内政蓄意制造的借口。新疆采取
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

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
生，完全符合中国法律，也符合国际
实践。这些举措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
人民的广泛支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美方对中方的指责
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只能进
一步暴露其干扰新疆反恐努力、阻挠
中国稳定发展的险恶用心。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
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
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举措，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耿爽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