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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 吴
嘉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为落实中
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

方即将举行第12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
商。中方希望美方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好
承诺，为双方经贸合作和磋商取得进展营
造有利条件。

外交部：

望美方为经贸磋商取得进展营造有利条件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
者 刘欢 赵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9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务
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
绍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看法。
发言人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力，坚决守
护法治，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出政治
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言人表示，近期，在香港围绕
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发生了一系
列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引起国
际国内广泛关注。中央政府一直密
切关注近期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

发言人指出，对于香港社会针对
修例举行的各种和平的游行集会，特
区警方一直依法批准并提供保护。
但6月12日以来，一些激进示威者蓄
意制造暴力事件，其行动完全超出了
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发生在香港
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动已持续
一个多月，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
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
响，令所有关心香港、珍爱香港的人
倍感痛心。

他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力。香港
近期事态的演变，特别是少数激进分
子实施的暴力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

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
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
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

“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
忍。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
忍暴力横行。希望广大市民清醒地
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共同声讨
激进分子所作的恶、犯的罪，阻止他
们祸害香港的行径。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
士坚决守护法治。法治是香港人引
以为傲的核心价值，是香港良好的营
商环境的基础，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的重要基石，绝不能坐视一小部分人
肆无忌惮地践踏。法治的支柱一旦
动摇，香港的繁荣稳定亦将不保。中
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
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
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
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他还表示，我们特别理解和体谅
香港警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
力，借此机会，谨向一直坚守岗位、恪
尽职守、无惧无畏、忍辱负重的优秀
香港警察，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

发言人说，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
出政治纷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发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正道。香港
虽然积攒下一些不错的家底，具有一
些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但也经不起
折腾。香港乱下去，全社会都要“买
单”。特区政府和全社会都应该想方
设法，采取更有效的举措，推动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特别是帮助年轻人
解决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等方
面遇到的实际困难，纾解他们的怨
气。中央政府愿意与特区政府和香
港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努力，为他们的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发言人指出，实践充分证明，
“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将继
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
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
变形。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和祖
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
港同胞一定能够把香港管理好、建
设好、发展好，香港一定能够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一国
两制”这艘航船一定能够劈波斩浪、
行稳致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言人说，
在香港围绕修例发生的一系列游行
示威活动和暴力冲击活动过程中，西
方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发表了一些不

负责任的言论，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
色。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
对暴力违法犯罪应当给予一些同情，
给予一些理解，甚至要给予一些包
容，但是对于警方恪尽职守、维护社
会治安、维护香港法治的行为，他们
倒觉得应当给予批评、指责甚至问
责。这种逻辑是荒谬的，也是滑稽
的。

他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容不得任何外
部势力横加干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
的立场。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频频
在这段时间里说三道四，甚至给一些
人撑腰打气，他们的用心，说穿了无
非是想把香港搞乱，把香港变成中国
的一个麻烦，进而牵制、遏制中国的
发展。这个图谋是无法得逞的。

针对香港有人鼓吹暴力、主张
“违法达义”，发言人应询指出，有法
必依、违法必究，是任何一个法治社
会的基本要求。任何主张，无论自认
为目标多么崇高，都不能以违法的方
式表达，更不能诉诸暴力。暴力就是
暴力，违法就是违法，其性质不会因
为标榜了什么旗号而有所改变。近
期香港社会各界多次发起守护香港
的大型集会，呼吁维护法治、反对暴
力，正代表了香港社会真正的主流民
意。

国务院港澳办：

希望香港社会反对暴力、守护法治、尽快走出政治纷争

新华社香港 7 月 29 日电 （记
者 周文其）28日下午开始，有部分
人士在香港港岛地区进行未经批准
的集结。其中一些激进示威者作出
暴力行为，对警方和其他市民构成危
险。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29日凌晨
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上环及
西环一带，有激进示威者向警务人员
掷砖、纵火，甚至以载有燃烧着纸皮
的手推车推向警方防线，对警务人员
以至其他市民构成危险。激进示威
者目无法纪，以暴力破坏社会安宁，
我们予以强烈谴责，会继续全力支持

警队严正执法，遏止所有暴力行为，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铜锣湾
有人占据马路，更有人破坏公物，设
置路障阻塞交通，严重影响巴士及电
车等公共服务。这种行为不但违法，
亦对其他市民造成不便，我们对此表

示遗憾，并再次呼吁市民表达意见时
应和平理性，不应以身试法。

据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激进示
威者的行动中，警方暂时拘捕至少49
人，涉嫌干犯未经批准的集结、藏有
攻击性武器等罪行。

香港警方表示，激进示威者的行
为越演越烈，由最初拆铁栏、掷铁枝
和砖头，及至到处纵火和大肆破坏。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
求的原则，警方予以强烈谴责。警队
有决心、有能力，将违法人士绳之以
法。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警方拘捕至少49名激进示威者

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在重庆与贵州的崇山峻岭

之间，乌江与阿蓬江宛如两条
巨龙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蜿蜒交汇，形成一处水流湍急
的险滩，再因岸边多是龚姓人
家，因此取名叫龚滩。

龚滩，并不只有群山与峡
谷、险滩与江水，这里还有亚洲
最大的吊脚楼群、迷人的乌江
画廊、著名的石板街、遗留的盐
文化印记、土家族粗旷爽朗的
性格……

1984 年，著名画家吴冠中
称龚滩“是唐街，是宋城，是爷
爷奶奶的家”。古老的龚滩留
在了记忆深处，迁建后的龚滩
呈现出新的景象。现在，旅游
让沉寂的龚滩又“火”了起来。

记忆里的龚滩

走进龚滩，就如同走进了一幅大
写意、大泼墨的山水画。龚滩是大山
大水成就的峡谷古镇，至今已经快
1800年历史了。

龚滩古镇源于蜀汉，位于阿蓬江
与乌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麓，是重庆酉

阳县、彭水县和贵州省沿河县的结合
部，周边是河谷地貌，古镇沿河岸山势
而建。

“一次山体垮塌改变了龚滩。”对
龚滩古镇颇有研究的酉阳民俗文化专
家汪胜华介绍，在明朝中期以前，龚滩
只是乌江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
但在明朝万历初年，龚滩所依凤凰岭
山崖垮塌，巨石落入江中，阻断乌江水
道，龚滩段乌江水深变浅，船只必须在
龚滩卸货，然后空船牵拉过险滩，或者
登岸后转船方能继续前行。“龚滩的繁
华从明朝万历年间一直持续到了民国
时代。”

巨大地质水文变化，让龚滩成为
川盐古道的涪岸线重要市镇，川（渝）、
黔、湘、鄂客货中转站，长江水运可经
过涪陵进入乌江到达龚滩，从龚滩向
东可经短途陆运，到达酉阳的龙潭古
镇继续进行东线转运，从龚滩还可向
南水运达到贵州的思南地区。龚滩也
逐渐演变成一个货物集散、商业繁华
之地。

民国时期，龚滩修建的公路隧道
又实现了货物的公路运输。处在交通
要道的龚滩，以土家千年文化为底蕴，
以水运交通为势，接纳包容着来自各
地的富商巨贾。连汇丰银行都在龚滩
设有分支机构。古镇极盛期，龚滩码
头的年货物吞吐量在500万吨以上，
是食盐、布匹、桐油等商品的重要集散
地。

“‘钱龚滩’因此得名。”汪胜华称，
“钱龚滩”实际上是指龚滩的区位与繁
华带来了挣钱的机会。繁华的交易、
川流的人群也带动了龚滩古镇规模的
扩大，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从上码
头到下码头，绵延两公里。

这些依山傍水的民居，都是纯木
结构悬空而吊，独具匠心，一排排穿斗
房、吊脚楼，“蛮”味依旧，古风犹存。

1984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到龚滩
创作，并称龚滩“是唐街，是宋城，是爷
爷奶奶的家”。这话是对龚滩历史的
繁荣再现，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乡
愁情结。

迁建了的龚滩

龚滩老街虽然被淹没了，但原来
老街河岸边的木结构吊脚楼，已经
迁建到了距离原址 1.5 公里的小银
滩。虽然规模略小于原先的老街，
但龚滩古镇的精华风貌得以迁建保
留。

据介绍，2005年10月，龚滩古镇
搬迁复建工作正式启动实施。“复建工
程让古镇得到了极大的保护。”龚滩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复建对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采取“原物原样”搬迁，对石板
街按照区位归安的原则搬迁复建，对
风貌民居的平面、立面、剖面进行规划
设计并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复建。“古镇
不但受到了保护，还得以修缮和提
升。”

龚滩古镇整体搬迁,从规划、设计
到复建，一条街、一间屋的布局、大小
都原样照建；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
编号还原。古镇搬迁复建了西秦会
馆、川主庙、董家祠堂、三抚庙、武庙正
殿、董家院子、冉家院子、周家院子、杨

家行、半边仓、第一关石刻、永定成规
碑等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古镇里都
可以找到这些古建筑的身影，西秦会
馆还恢复了地方文化和戏剧的演出，
让地方的非遗也得到了继承和保留。

据统计，古镇上的主要景点以及
150余堵风火墙、200多座四合院、50
多座吊脚楼,都得到了到了保护、修
缮，甚至提升。

2007年4月底，龚滩古镇完成移
民搬迁；2008 年 4月底前完成了复
建，2009年5月1日复建后的龚滩古
镇正式开放。

“古镇虽是复建，但从老街的真
实物件上面的石刻、文字，以及打磨
的印记，依然传递出浓浓的历史沧
桑。”龚滩迁建之后，原来的吊脚楼和
院落房屋顺序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原来的邻居迁建之后依然是邻居，很
多房子从原来的货仓和客栈，变为了
餐馆和民宿，但古镇的生活依然平静
淳朴。相关专家人物认为：“在中国
所有的古镇迁建之中，龚滩古镇的搬
迁堪称是样板和典范，古镇精华得到
了重建。”

旅游中的龚滩

今年“五一”小长假，龚滩古镇景
区接待游客7.6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3132.9万元，游客接待人数和
旅游收入创新高。据悉，进入5月以
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纷纷前来打
卡，旅游接待一路高涨。

“龚滩古镇依然是活着的，并且越
来越火。”在复建的新古镇里，与盐运
相伴而生的很多东西已经成为过往，
当年的背夫、挑夫、马帮、骡子客及船
工，以及扁背、背架、翘扁担、簸箕船、
歪脑壳船、大艄船、牯牛船、茅村船等，
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龚滩依旧是
龚滩，但旅游让她以另外一种方式迎
来了新的生机。”

龚滩古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最美山水园

林小镇。现在，景区在提升景区观赏
性和游览性的同时，还精心策划“全国
高校师生龚滩写生艺术节”“重庆市青
年水彩粉化作品展览会”活动，做精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品牌和“古”文
章，全力打造“鲜花小镇、写生小镇、非
遗小镇”三大旅游文化品牌。

在龚滩古镇景区，不但可以感受
龚滩繁华过沉寂下来的历史沧桑，
还可以领略乌江画廊的壮美。从龚
滩至贵州沿河100余公里的乌江河
段，两岸风光奇异、碧波秀美、叠彩
峰岭，是乌江流域景色最为壮丽的
一段，船行其中，水碧山青如水墨长
卷。因此有了“千里乌江，百里画
廊”的美誉。

现在，龚滩古镇景区还倾力打造
旅游文化演出精品项目《梯玛古歌》，
汇集酉阳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以及
上刀山等精彩绝伦的傩技表演，为游
客带了一场异彩纷呈的饕餮文化艺术
盛宴。

“当龚滩遇上旅游，它涅槃重生
了。”龚滩镇负责人称，作为历史名镇，
复建后的龚滩用旅游的方式开始了新
的崛起。

文/赵童 张亚飞 刘钦 图/邱洪斌

龚滩老街

古镇非遗演出《面具阳戏》

龚滩古韵

酉阳龚滩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 吴
嘉林）针对美方就世贸组织（WTO）涉发
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发布备忘录、要求世贸
组织90天内改变规则，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29日表示，世贸组织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的，美方言行进一
步暴露了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26日，美方就WTO涉发展中国家
地位问题发布一份备忘录，要求世贸组织
90天内改变规则，不然美方可能单方面
采取行动。备忘录中也多次提及中国。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世贸组织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
几个国家所有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
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的，而是要尊重全体
成员的普遍意愿。事实上，很多世贸组织
成员已经多次就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华
春莹说。

她表示，“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贸组
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大多
数世贸组织成员都主张，无论世贸组织怎
么改革，都必须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和基本
原则。美方曾在世贸组织先后提交两份类
似提案，每次都是碰了一鼻子灰。美方应
有自知之明，清楚这种主张是不得人心的。

“谁是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按照
什么样的标准，依据什么样的程序来确

定？这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
说了算的，也应由广大世贸组织成员协商
确定，特别是要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
见。”华春莹说。

“美方口口声声说公平，事实上只有
维护发展中国家定位才能实现真正的贸
易公平。美方单方面片面夸大一些发展
中成员的发展水平，已经多次遭到大多数
发展中成员坚决反对。”华春莹说，近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研究报告认
为，发展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目前关于发
展中国家分类是合理的。

她还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是回
避应尽的国际责任，而是在主张发展中国
家的基本权利，也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中国将在世贸组织谈判中继续作出
与自身能力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贡献，也
将一如既往地帮助其他发展中成员实现
共同发展，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
贸组织改革朝正确方向发展贡献力量。

“相信大家的感受和我一样，美方这
次就WTO涉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言行进一
步暴露了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这种做法与其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
位是不般配的。现在中国有句很网红的
话：做人不能太‘美国’了。希望美方有些
人能够深刻地反省一下。”华春莹说。

外交部评美国要求世贸组织改规则：

任性狂妄，自私自利

据新华社贵阳 7 月 29 日电 （记者
潘德鑫 蒋成）记者从贵州水城“7·23”
特大山体滑坡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
根据地质专家对搜救现场的风险评估、医
学专家对生命体征的探测等综合研判决
定，滑坡灾害搜救工作于7月28日23时
30分结束。

7月 23日 21时 20分，贵州水城县

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发生一起特大山体
滑坡灾害。灾害发生后，在现场应急救
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全体救援人员
抢抓救援“黄金72小时”，全力搜救被困
人员。

经救援指挥部反复核实并确认，救援
人员共搜救并送医院救治伤员11人，搜
救出遇难人员42人，另有9人失联。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致42人遇难9人失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