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祸港四人帮”中，陈方安生是个“特殊的角色”。曾任港英
政府布政司的她，是西方反华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一枚重要棋
子。随着其卖港卖国恶行不断曝光，人们愈发看清楚，陈方安生
就是让香港不安生的重要祸首。

长期以来，陈方安生工于钻营取利，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
机客”“变色龙”。香港回归祖国后，陈方安生出任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信誓旦旦表示效忠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口口声声
自称爱国爱港。但由于当行政长官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遂与
董建华先生貌合神离，不配合行政长官施政。一退休，陈方安生
就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公然对立，坐上立法会议员位子后，更
打着“民主”的幌子领导反对派上演各种乱港祸港丑剧。“变脸”
比翻书还快，令人叹为观止！

陈方安生人格之分裂、虚伪，还见于其自称“香港良心”，兜
里却装着一笔笔“政治黑金”。她在时不时“教导”别人“廉洁守
正”的同时，自己谋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私利。多家香港媒体曾
披露，仅在2013年至2014年间，陈方安生就3次收受黎智英给
予的“政治献金”达 350 万港币，用于从事各种“反中乱港”活
动。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毫无底线的弄权政客，哪里还有半
点政治操守和人性良知？！

以其品性观之，陈方安生政治野心勃勃，又不甘寂寞，所以
甘作外国势力“反中乱港”的鹰犬，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一段时
间以来，只要香港社会有什么风吹草动，她必向美英“洋大人”告
状。2014年香港发生非法“占中”期间，她就被曝光与美国高层
官员见面。今年，她利用香港修例风波故伎重演，歪曲事实真
相，大肆造谣生事，攻击香港法治，诋毁“一国两制”，乞求“洋主
子”插手香港事务。她跑到大洋彼岸，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多位
高官、政客会面，还公开宣称“美国完全有权过问香港人权和‘一
国两制’”。她大概忘了，自己在香港回归10周年时曾对外媒说

“没有回归，香港很难生存下去……最好的贡献便是好好落实
‘一国两制’”。前后对照，何其讽刺。陈方安生主动向西方反华
势力投怀送抱，充当棋子，挟洋自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
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

近期事件中，陈方安生以“民主卫道士”的伪善面具蒙脸，公
然扭曲事实、大肆制造舆论、不断煽风点火。她利用前政府高官
身份鼓动现职公务员参与罢工示威，企图瘫痪特区政府运作，削
弱行政长官权力；面对社会大众对违法暴力行为的不满，她炮制

“年轻人别无选择”的歪理邪说，为激进分子暴行进行辩护和美
化；她怂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以身试法，自己则和其他几个乱港
头目躲在酒店里，与“外籍人士”举杯密商……陈方安生所言所
行，无不是在兴风作浪，使香港动荡局势进一步升级。为满足为
官食禄时没能实现的政治野心，她不惜以牺牲700多万香港市
民的安定为交换，无怪乎有香港舆论抨击其自称“香港良心”，事
实却是“出卖良心”。

大量事实曝露于世，陈方安生的恶行无可狡辩。这类野心
家、阴谋家妄图用毁掉香港前途和大众福祉来填充一己私利之
欲壑，是最让人唾弃的败类。今日中国之香港，岂容这些戕害香
港的凶手、出卖民族的叛逆恣意横行！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陈方安生何以“不安生”？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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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香港频频发生违法暴力
事件，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安宁、民生，令
所有关爱香港的人们感到痛心。香港乱
局因何而起？激进势力究竟意欲何为？
我们需要对这场风波进行客观理性的思
考，在正本清源中看清香港乱局的由来和
本质，进一步坚定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决
心和信心。

修例风波的缘起是特区政府启动修订
《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
例》工作。修例既有利于处理有关案件的
移交审判问题，又有利于堵塞现有法律制
度的漏洞，以共同打击犯罪，彰显法治和公
义，是必要的、正当的。然而，少数别有用
心的人和媒体却对特区政府修例恶意抹
黑，利用一些香港市民的不了解、疑虑，大
肆散播各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制造社会恐
慌，掀起“反修例”风潮，不断挑起、制造暴
力事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祸港四人帮”之

一的李柱铭早在20多年前就曾敦促特区
政府与内地谈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
互助安排；而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现
为“反修例”代表人物的陈方安生也曾承诺
尽快修改法例。但是，当此次特区政府启
动修例时，他们却大玩“变脸”，极尽污蔑诋
毁之能事。如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充分
说明他们罔顾社会公义与民众福祉，其挑
战特区政府管治权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特区政府宣布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
的情况下，一些人依然打着“反修例”的旗
号，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煽动违法犯罪行
为。正如原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工商界知
名人士吴光正在公开声明中指出的，“反修
例”诉求已获得特区政府回应，现时所谓

“五求运动”阴谋和最终目标其实是为争取
基本法以外的东西铺路，与中央争权，攻基
本法，攻“8·31”决定。实际上，一些人极力
煽动蛊惑香港市民参与“反修例”，乃是醉
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图谋无非是要搞乱

香港，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大局，乃至
把“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向中国内地。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些
人挟洋自重、挟青年自重、挟香港的繁荣稳
定自重，使出种种卑劣手段祸港乱港：与西
方反华势力内外勾结、沆瀣一气；误导和裹
挟香港市民，妄称“代表民意”，更为恶劣的
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阴险意图，不惜让年轻
人成为他们的棋子和炮灰。在他们的背后
操纵下，暴力事件不断升级。部分激进暴
力分子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污损国徽、
侮辱国旗、鼓吹“港独”，公然冒犯国家尊
严，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事
实一再证明，“反修例”只是一些人借题发
挥的幌子，为了牟取私利，他们不惜搞乱香
港、祸害香港、毁掉香港，并最终毁掉“一国
两制”。

近年来，从非法“占中”到旺角骚乱，再
到修例风波，香港内外的“反中乱港”势力
从未消停，他们不断借所谓“民主”“自由”

“人权”等议题挑起事端，成为香港社会的
重要乱源。他们表演越充分、作恶越疯狂，
其丑恶面目就暴露得越彻底。连日来，包
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政府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在内的香港政界、
法律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揭露

“反中乱港”分子的险恶用心；数十万香港
市民举行集会，向暴力行为大声说“不”，彰
显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民心所向。

法治不容挑战，底线必须坚守。“任何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
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面对中央政府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坚强意志，面对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维护香港繁
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反中乱港”势力或能
猖狂一时，却难逃一败涂地的结局。等待
他们的，将是历史和正义的庄严审判！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看清香港乱局的由来和本质
新华社评论员

精心谋划
匠心之作晒出风景与底蕴

风景是城市的颜值，文化是城市的
气质。奉节，颜值与气质兼具，有诗更
有远方。如何将奉节的美丽山水和厚
重的文化底蕴展示给更多人？奉节多
角度挖掘本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很快有
了新思路和金点子。

“在‘双晒’3个作品的筹备、制作
等一系列环节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
一步，才能最终为大家呈现出堪称完美
的作品。”奉节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其他不少区县纷纷“亮剑”的情
况下，除了选择有实力的制作团队，一
个能体现奉节特色的好的策划创意显
得至关重要。

为让“书记晒文旅”“区县故事荟”
“炫彩60秒”更加生动地诠释奉节，县
委书记杨树海确定“双晒”主题，先后
主持召开5次会议，分别听取县文化、
旅游、非遗等方面的专家建议，对如何
更好展示奉节文化旅游精品、讲好奉
节故事、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出意见、
想法，并进行深入讨论，广集全县人民
之智。

在确定思路和方向后，经过创作
团队集体头脑风暴，“书记晒文旅”确
定了从专属奉节的“夔”字入手，分为

“夔之首”“夔之巅”“夔之魅”“夔之慧”
“夔之魂”五大板块，让更多人了解奉
节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风土人情、

特色风物等。
为了当好“金牌导游”，杨树海还修

改拍摄脚本10余次，只为带领大家游
遍“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远方”
的奉节。

在拍摄点选择上，通过多次实地
走访、讨论，最终确定夔州博物馆、脐
橙园、白帝城石碑、龙门客栈以及《归
来三峡》演出场地等拍摄场地。每个
场景都要反复拍摄多次，小到一个眼
神、表情、动作……这使得最终的宣
传片在创意、画面、内涵等方面更趋

完美。

反响热烈
点燃爱乡情感与发展自信

4月18日，“晒文化·晒风景”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之奉节篇精彩上线，以

“三峡之巅——诗·橙奉节”为题，讲述
了李白、杜甫等诗人在奉节这片诗之沃
土留下不朽诗篇的故事以及奉节地名
的由来，推介了白帝城、瞿塘峡等山水
人文风光，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版式精美，文字有韵味，图片大气
有冲击感，展现了奉节的‘诗与远方’。”
《中国经济导报》川渝发展和改革新闻
中心主任李平贵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
4月18日早上，得知家乡“双晒”作品推
出，他便点击《重庆日报》电子版，从专
业角度对“区县故事荟”进行了品读和
点评。

李平贵说，奉节的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众多，如今弃煤启美，开启转
型发展之路，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
文旅融合发展迅速。“家乡越来越好，
是我们在外的奉节人最愿意看到的，
我也将继续为奉节的文旅产业发展鼓
与呼。”

奉节县出租车司机余明炯从小受

诗城文化的熏陶，是位诗词爱好者，还
曾参加过中华诗词大会第四季百人
团。“这两年来奉节旅游的人明显多了，
如果游客有兴趣，我就会给乘客讲故
事，比如‘夔’字的演变、白帝城的由来
等。”余明炯说，作为一名窗口行业的工
作者，他将不断学习诗词文化，更好地
向游客展示奉节的文化底蕴及奉节人
的精气神。

奉节县文旅委主任潘万山全程参
与这次“双晒”活动，他给予该活动高度
评价：“‘双晒’给各区县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身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的平台，是
非常好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奉节文旅
融合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数据印证热度，奉节“双晒”活动
期间，“书记晒文旅”“区县故事荟”及

“炫彩60秒”3个板块的点赞率累计突
破 2000 万次，通过火热的“双晒”活
动，让更多人认识奉节、了解奉节、走
进奉节。

动能释放
文旅融合引爆旅游市场

“上小学时，读李白的‘朝辞白帝彩
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杜甫的‘无边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诗歌，

我知道了白帝城，对‘夔门天下雄’有了
一种冲动的向往。”今年“五一”节，来自
陕西的游客苏晴与闺蜜来到瞿塘峡后，
决定把奉节“双晒”中每个景点统统游
玩一遍。

看了奉节“双晒”，专程从成都赶来
的旅游达人刘铭一口气游览了白帝城、
三峡之巅、奉节天坑，还去尝了特色的
盬子鸡，连称这一趟收获颇丰，不虚此
行。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双晒”活动慕
名前来，对旅游市场的推动直接体现在

“五一”小长假期间奉节的游客接待量
上。节日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30.85
万人次，同比增长12.63%；实现旅游接
待 收 入 16593.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7.02%。其中白帝城景区接待游客
3.81万人次，同比增长64.29%；天坑地
缝景区接待游客0.93万人次，同比增长
39.33%；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7.53万人
次，同比增长10.98%；平均每天游客量
均突破10000人次。“双晒”活动激发了
活力，促进了文旅融合，奉节旅游呈现
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拉开奉节文
旅融合营销与发展的大幕。”潘万山
说，一是要借助这次宣传做进一步的
二次传播营销活动，让奉节“中华诗
城”的名号更响亮。二是做大做强《归
来三峡》大型诗词文化实景演艺节目，
奉节已与中国三峡集团签下合约，每
年对方将为奉节提供20万人次的游
客来观赏节目。此外，奉节还将对接
国内大型旅行社，对接上下游的黄金
邮轮，提高游客转化率。三是在白帝
城·瞿塘峡创建5A级景区的过程中，
继续挖掘景区的文化资源，打造诗意
天地、诗歌高地、诗人圣地。最后，通
过三峡原乡的品牌创造和经营，推进
全域旅游。

下一步，奉节将进一步加大“双晒”
成果的运用，加大对奉节文化和景区的
宣传营销，真正让奉节与诗歌一道走向
远方。

奉节“双晒”释放新动能 旅游跑出加速度

瞿塘夔门，雄冠天
下，山川形胜，美不胜收。

秀美风光与厚重人
文在奉节交相辉映，古老
而灵秀，诗意而优雅。

古往今来，李白、杜
甫、刘禹锡等著名诗人

“登三峡之巅，咏绝美风
景”，在此挥笔留下不少
千古绝唱与万余诗篇。
这座誉满天下的“中华诗
城”让无数人为之向往。

4月18日，“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
动（简称“双晒”活动）推
出奉节篇，引人入胜的历
史文化故事，醉人心扉的
山水人文风光，在社会各
界引发强烈反响。

借力“双晒”活动，奉
节旅游热潮持续升温。
据统计，4 月 18 日至 28
日奉节“双晒”作品投票
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
105 万人次。以此为契
机，奉节多措并举深化文
旅融合，推进全域旅游，
使“中华诗城”的名号更
加响亮，让“双晒”成效化
作不竭动力，助推旅游在
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

“加速度”。

龙门客栈

夔门红叶

赵童 王琳琳 蓝倩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据新华社香港8月20日电 （记者 郜
婕 方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
日表示，特区政府将马上展开工作，构建沟
通对话平台，共同为香港寻找出路。

林郑月娥当天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前会
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将马上开展构建对

话平台的有关工作，广泛听取不同阶层、背
景、政见人士的意见，努力化解分歧和矛盾，
一起走出困局，让香港社会早日复原，继续
向前发展。她与特区政府各司局长也将深
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经济出现了下行风

险，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充分反映问题
的严重性。为应对经济困难，特区政府一方
面出台提升不同界别竞争力的政策，另一方
面推出支持中小企业经营和市民生活的措
施。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日前公布了涉及

191亿港元的一系列经济提振纾困措施。
林郑月娥表示，有需要时类似措施还将继续
加强。特区政府将持续监测经济情况，做出
必要准备，推出有效措施。

就中央日前发布的关于深圳建设
“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林郑月娥表示，
深圳与香港毗邻，长期以来有着紧密关
系和高层合作机制。深圳的利好措施对
深港合作也有正面作用，有助两地优势
互补。

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将构建沟通对话平台 促香港社会走出困局向前发展

据新华社香港8月20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20日就倾听基层声音、加强
深港合作、应对经济风险等方面发表谈话，引
起社会各界热议。各界人士表示，林郑月娥
在这些方面提出的措施，对香港恢复秩序、
继续向前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呼吁市民支持
相关措施落实，共同促进社会繁荣稳定。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
香港当前的确存在一些深层问题，比如土地
短缺、房屋不足、贫富差距较大等，解决这些
问题不是一日之功，需要特区政府综合施
策、长远规划。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同特区政

府加强与基层市民沟通的必要性。她表示，
当前有充分的资源止暴制乱，但此后社会如
何更好地发展，仍然需要政府听取不同背景
人士、尤其是基层市民的建议，以形成共识。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强调，实现止
暴制乱，方能为特区政府听取市民意见创造有
利的氛围。在此基础上，特区政府贴近基层、
与市民广泛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凝聚力量，共
同解决一系列困扰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部副总监
周文港指出，许多基层青年在住房、就业等
方面存在较大压力。特区政府加强与他们
的沟通交流，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将缓解

年轻人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香港资深银行家温天纳对深港合作的

前景十分看好。他表示，加强两地合作和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有助于香港寻找到
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欣欣向荣的前景。

“未来，香港与深圳可以在经济、科技等
领域更深入地开展合作，在更高的层面上调
动两地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突破行业和
地域的限制，强化协同效用，更好地实现优
势互补。”他说。

周文港表示，不少香港青年和深圳青年
在科技创新方面都很有创意，通过完善科创

合作平台，能够促进青年人的交流合作，共
同创业打拼。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梁海明表示，特区政府日前出台了多项支
持企业和减轻市民负担的措施，可以为香
港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帮助企业和市民应
对经济困难所带来的挑战。“希望特区政
府今后出台稳定市场信心的措施、进一步提
高市民收入水平、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
业，为经济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对于特区行政长官提出的搭建对话沟
通平台，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创会主席简松年
认为，特区政府释放了开明、善意的态度，对
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有着积极意义，并呼吁
相关人士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有建设性的
意见，共同促进社会繁荣稳定。

（采写记者周文其、方栋、郜婕、刘欢）

香港社会各界：

倾听基层声音、加强深港合作有助于繁荣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