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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将铸城市之魂作为创建深层内涵。

我市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学习宣传；大力推进“城市文明程度、市民
文明素质双提升”工程”；大力推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大力开展“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及公益宣传；大力组织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短短几年间，咸宁连续4届荣膺省级
文明城市，全市获评全国文明单位5个，
省级文明单位122个、市级文明单位189
个。全市注册志愿者24.7万人,固定志愿
者服务队伍405支。志愿服务活动，我为
城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树立榜样，用身边的故事感化人

2018年5月，中央文明办发布“中国
好人榜”，十九大代表、通城县司法局法律
援助中心主任续辉光荣上榜。

1998年以来，续辉20年如一日，为贫
弱者撑起公平正义一片天，被誉为“咸宁
好人”。

在咸宁，像续辉这样的“好人”还有很
多。崇阳“三好女人”王良英，面对一双脑
瘫女儿、患病的公婆、“植物人”丈夫，不离
不弃，用柔弱的双肩撑起苦难家庭，获得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榜样就是力量，而身边的榜样最有感
召力。

从2014年开始，我市连续4年开展
“南鄂楷模”评选活动，共评选出“南鄂楷

模”192人（群体），并先后推荐评选出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人，中国好人5人，荆
楚楷模32人（群体）。

为发挥榜样的感召作用，我市将“南
鄂楷模”的事迹汇编成书，向广大群众宣
传、宣讲。见义勇为的好司机谭琼言、缉
毒英雄杨雄、“爱心妈妈”陈和安、养老院
的“特殊家长”吴国正……一大批好人好
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凝聚起崇德向
善、争做好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市还通过开展“百姓宣讲”活动，用
身边的故事教育群众。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理论精
神转化为群众语言，用小切口呈现大主
题，用小故事讲清大道理，让群众听得懂、

能领会、可落实，让党的政策精神润物无
声、入脑入心。”市委宣传部宣教科相关负
责人称，今年以来，我市推动“新时代新气
象新作为（三新）”百姓宣讲全覆盖，创新
组建了“法治”“党员”“夕阳红”“工匠、劳
模”等14支专业百姓宣讲队，开展灵活多
样的宣讲活动。

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市、县（市、区）、
乡（镇、办、场）、村（社区）四级百姓宣讲员
体系，拥有百姓宣讲员队伍1600人，已组
织宣讲8000余场（次）。

把真人、真事、真心话、真感情、真感
受传递给听众，激发了普通百姓的“心灵
共振”，让文明细胞渗透到城乡的每一个
角落。

（上接第一版）
王晨指出，在这庄严的时刻，可以告慰

遇难同胞和抗战先烈的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谱写了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壮丽史诗。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王晨讲话后，81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
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

“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
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中华民
族对死难者的追思和对和平的无限期许。

国务委员王勇主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

副主席王正伟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
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
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

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代表，
国内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宗
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
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18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在曾遭遇浩劫的古城南
京、在浸润着同胞血泪的白山黑水间、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等抗战纪念场所，各地群众通过各
种追思纪念活动重温民族痛史，缅怀同胞
先烈，祈愿和平永驻。

冬季的北京寒风凛冽，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广场上，身着黑色衣装的人们
神情严肃，手中的白菊在风中微微颤动。
上午10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悼念活动”正式举行。当雄壮的国歌声
响起，人们高唱国歌，国歌声毕，低首肃
立，共同悼念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
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抗战将士、民族
英雄及国际友人。

佟麟阁中学历史教师闫志奇已经是
第四次带学生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他说：“当我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
这段历史让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的
多灾多难。现在我当了老师，我教导学生

们不但要铭记悲痛和教训，还要看到和平
与安宁的可贵。”

同一时刻，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的序厅内，象征抗日英灵浩气长存的一
座金字塔形卧碑前，人们秉烛祈祷，向卧
碑敬献红烛，寄托哀思。“国行公祭，法立
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孩子们质朴
的朗诵声在纪念馆中回响。

特意赶来参加公祭仪式的沈阳市民
郭大昌说：“我快七十岁了，是共和国的同
龄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祖国更
加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先烈们浴
血奋战才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

当日，来自沈阳各界的200余名代表
在参加了祭奠仪式后，参观了由“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精心制作的“纪念南京大屠杀
被害同胞遇难81周年图片展”。展览通
过大量史实照片展示了日军对手无寸铁
的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

某部战士王宇在参观图片展后感慨地
说：“参加公祭，让我更感到所肩负的使命

之庄重。作为新时期革命军人，我们一定
要不忘历史，以强军兴军目标为指引刻苦
训练，守卫祖国安宁，保护人民幸福生活。”

上午10时01分，凄厉的警报声响彻
古城南京，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
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五个公祭日，在南京，“默哀一分
钟”不再是一种情感和道义上的约束，而
是写入《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成为
一种硬性要求。该条例进一步明确，国家
公祭活动期间，国家公祭设施周边禁止一
切公共娱乐活动。本市广播、电视、报纸
等媒体在国家公祭日当天应当停止刊播
一切娱乐性报道或者节目。

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来往的车辆
都停在了十字路口外，行人们驻足街头。
滴滴司机杨师傅也摁下车喇叭加入了鸣
笛的队伍。路边的电子大屏上“牢记历
史、珍爱和平”映照在车窗上。

当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的
“《英雄壮歌》上海抗战英烈事迹文物图片

展”上，血战上海宝山城的姚子青营、搏击
长空的阎海文、孤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
士”、抵制日伪的茅丽瑛等一大批可歌可
泣的英烈人物与事迹吸引了大量参观者，
人们纷纷在首次展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
军淞沪抗日画史》、姚子青委任状等文物
前驻足。

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法西斯的暴
行，通过淞沪会战期间的“预演”最后在南
京达到了顶峰，掀开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黑
暗的一页。“课本中的知识是平面的，而参
与公祭活动是‘立体的’。”上海市宝山实
验学校七年级学生赵旭毅说：“我们一定
要铭记民族英烈们浴血奋战抵御侵略的
这段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如
果国家有危急，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去保
卫祖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历
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历史，
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更好地维护和
平、开创未来。” （据新华社）

重温民族痛史 祈愿和平永驻
——各地群众纪念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素描

各地举行
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12 月 13 日，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举行的悼念活动上，小学生代表在诵
读公祭文。

当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祭奠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据新华社

俄罗斯

警告可能会封锁谷歌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13日电 俄罗斯联邦电信、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管局副局长苏博京近日说，如果
罚款不能敦促美国谷歌公司遵守俄法律，俄可能将制定
更严格的惩罚措施，例如在俄境内封锁违反俄法律的相
关外国互联网企业。

俄联邦电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管局日前对互
联网搜索巨头谷歌公司开出50万卢布（约合5.2万人民
币）的罚款，作为对其拒绝接受被俄官方禁止的网页目
录且未屏蔽被禁信息的处罚。谷歌公司对上述处罚有
10天申诉期，但该公司目前尚未回应。

俄罗斯法律规定，自今年10月1日起，进入俄市场
的搜索引擎要接受一份被俄官方禁止的网页目录，并屏
蔽目录内的所有搜索结果。如违反该法律规定，将被处
以50万至70万卢布罚款。

土耳其

将对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安卡拉12月13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近日说，土耳其“数日内”将在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以
东地区向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举办的国防工业峰会上说，
将要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采取行动，

“现在到了执行我们的决定、将恐怖分子从幼发拉底河
东岸清除出去的时候了”。

埃尔多安同时批评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
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设立观察哨所的举动。他说，有一点
很清楚，美国设立观察哨所不是为了保护土耳其，而是
为了保护恐怖分子。他表示，土美不应允许在叙利亚问
题上的深刻分歧阻碍未来两国的重大合作。

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政府列为恐怖
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2016年以来，土
耳其曾两次实施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叙土边境地区的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分别是“幼
发拉底盾牌”行动和“橄榄枝”行动。

德国

无意修改英国“脱欧”协议
据新华社柏林12月13日电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

说，英国“脱欧”协议是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共同立场，德
国无意修改这个协议。

当天，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说，
在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欧盟27国与英国达成的“脱
欧”协议不会在讨论后被修改。她表示，双方将在“脱
欧”过渡期内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英国北爱尔兰与
爱尔兰边界问题。

默克尔说，她仍然希望实现英国“有协议脱欧”，但
同时会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

今年11月，英欧双方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后达
成“脱欧”协议。但协议仍需英国议会与欧盟其他各成
员国分别批准才能生效。

英国议会下院原定于本月11日举行投票，对“脱欧”
协议进行表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0日表示，她将推
迟在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进行表决，并将在未来几日
继续与欧盟方面就协议内容进行谈判。

欧盟峰会将于13日至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英国
“脱欧”将是峰会主要议题之一。

委内瑞拉

指责美国干涉委内政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2月13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近日在电视讲话中指责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要
求外长立即约见美驻委代办。

由俄罗斯国防部派遣的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10
日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美国政府对此反应强
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俄罗
斯和委内瑞拉“两个腐败政府在人民遭受苦难之时，不
仅挥霍公共资金，还限制人民自由。”

马杜罗说，美方的表态是对委内瑞拉内政的严重干
涉。他说，美国在全世界有700多个军事基地，军费支出
在全世界位居第一，但美国国内仍有4000万穷人需要
帮助。因此，美国无权对委内瑞拉与俄罗斯之间正常的
军事合作如此置评。

马杜罗说，长期以来，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一
直通过各种公开渠道抨击委政府政策，肆意评论委国内
事务，严重干涉委内政。

菲律宾

再次延长南部戒严令至年底
据新华社马尼拉12月13日电 菲律宾国会参众两

院近日召开联席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通过了
菲总统杜特尔特关于延长南部地区戒严令至2019年年
底的提议。

在当天联席会议上，经过数小时讨论，最终以235人
赞成、28人反对、1人弃权的结果通过戒严提议。这意味
着自2017年5月23日开始的戒严令将至少维持到2019
年12月31日。这是菲国会第三次批准杜特尔特总统的
申请延长戒严令提议。

参加会议的菲执行部长梅迪亚尔德亚说，政府正处
于终结菲南部紧张态势的关键阶段，延长戒严十分必
要。“反政府武装仍在南部棉兰老岛等地活动并且发展，
我们不能对这种破坏国家主权和公众安全的行径坐视
不理。”

根据菲律宾宪法，总统有权在特定地区宣布实施不
超过60天的戒严。在戒严令到期后，经总统提议并获国
会批准，戒严令可以延长。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3日电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香港特区政府13日上午在香港海防博物
馆举行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日
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

仪式开始后首先奏唱国歌，之后，主
持人宣读祭词。祭词说，今天我们在这里
聚首一堂，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以及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我们
希望借此机会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
场。之后，全体默哀两分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死难
者致献花圈，并签署纪念册。现场嘉宾代
表一一鞠躬致意。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政
府主要官员、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机构负责
人代表、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原东
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退伍军人团
体、学生代表等出席追悼仪式。

自2014年国家将12月13日设立为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香港特
区政府和民间团体每年都举办悼念仪式
和活动。

香港举行公祭仪式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3日电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当天上午，澳门政府和各界人士在澳门保
安部队高等学校举行公祭仪式，悼念在南
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公祭仪式现场，两侧墙上用黑色大字
写着“1937.12.13”和“遇难者300000”。
澳门特区代理行政长官陈海帆、中央政
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荣顺、外
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沈蓓莉、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政委周吴刚，以及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 300 多人在现场肃

立。
上午9时，澳门警察乐队奏响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仪式开始。仪仗队在沉
重的哀乐中护送4个白色花圈，摆放在写
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公
祭台上。陈海帆、张荣顺、沈蓓莉和周吴
刚分别上前整理花圈的缎带并鞠躬，之后
全场默哀1分钟。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澳门举行公祭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