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是 关 键 时 刻 的 关 键 抉
择———大疫突袭， 千万级人口城
市史无前例按下“暂停键”。

这 是 决 定 战 局 的 制 胜 一
招———果断出手， 有效切断病毒
大范围传播途径，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战“疫”

历程， 关闭离汉通道无疑是危急
关头最重要的决策。 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统揽全
局、果断决策，全国上下同心、众

志成城，历经 76 天，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
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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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历史的斗争，必然留下
震撼历史的篇章。

2020， 一场骤然袭来的大
疫， 以如此刻骨铭心的方式，植
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伤恸犹在，哀思长寄，我们
能够告慰病逝同胞和牺牲烈士
的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 亿人民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经过艰苦
奋战，付出巨大代价，有效遏制
曾经肆虐的疫魔，中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是我们经受考验
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充分释放治理效
能，是我们共克时艰战“疫”攻坚

的坚强保障。 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是我们风雨无阻战

“疫”向前的力量源泉。 在斗争
中凝结升华的抗疫精神， 是我
们不畏艰险战“疫”到底的强大
动力。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风雨共担团结合作，是战胜
危机走出“疫”霾的人间正道。
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综合实力、
更好应对风险挑战， 是我们面

向未来的坚定步履。
疫情尚未平息，大考仍在继

续，但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信
心，向世界和时代宣示———

秉持在战“疫”中锻造的信
念， 积淀在斗争中淬炼的启示，
我们必将战胜前进路上一切艰
难险阻，书写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新的辉煌。

·新华社·

在磨难中砥砺复兴力量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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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管管家家
知今日天下

看新闻管家

7日13时57分 ， 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 ， 成功将高分十
一号 02星送入预定轨 道 ，发
射获得圆满成功。

高分十一号 02星是一颗
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像元分辨
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
国土普查 、城市规划 、土地确
权 、路网设计 、农作物估产和
防灾减灾等领域 ，可为 “一带
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345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高分十一号02星

学前教育法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

幼儿园不得教授
小学阶段的内容

教育部网站7日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拟明确，
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
育内容， 不得开展违背学前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提出，幼儿园
聘用教师 、保育员 、卫生保健
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前 ，
应当进行背景查询 。 拟禁止
从业的情形包括 ： 被剥夺政
治权利或者有犯罪记录的 ；
因实施虐待儿童 、性侵害 、性
骚扰等行为被处以治安管理
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 ； 有吸
毒、酗酒 、赌博等违法或者不
良行为记录的；患有精神性疾
病或者有精神病史的；有严重
违反师德行为的；有其他可能
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
学前教育工作情形的。

责编/袁婧 林丽爱 美编/肖莎 校对/温瀚

乐视网7日公告称 ，于近
日收到证监会出具的 《行政
处 罚 及 市 场 禁 入 事 先 告 知
书》，告知书显示乐视网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 、 欺诈发行案
已由证监会调查完毕 。 证监
会拟决定 ： 对乐视网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 ，并处以60万元
罚款 ； 对乐视网处以募集资
金百分之五即2.4亿元罚款。

记者从证监会相关部门
了解到，由于乐视网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欺诈发行案发生时
间在新证券法落地实施前，上
述处罚结果按照原证券法进
行顶格处罚，为近年来欺诈发
行处罚力度最大的案件之一。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 日从民
政部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即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
拟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 9
类社会救助对象以及最低生活
保障等 11 类救助制度。

征求意见稿共计 8 章 80
条， 拟明确 9 类社会救助对象，
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特困人
员、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
庭、受灾人员、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临时遇困家庭或者人
员，以及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

或者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员，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 11 类救
助制度，即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疾病
应急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临时
救助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社
会救助制度。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
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
在相关条款规定的救助制度基
础上，补充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
其他救助措施。

社会救助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明确9类社会救助对象

涉 嫌 信 息 披 露 违
法、欺诈发行

乐视网被证监会
处以2.4亿元罚款

新增一条跨市公交线路至深圳， 东莞
跨市公交线路增至 14 条

东莞搭公交
可达广州深圳惠州

广州白云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

计划月底前开工

高 招 进 行 时

再次降分！

广东专科批次缺额院校
今起再次征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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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法治基础仍稳固
仍享非常高的法治程度

热点
面对面

FOCUS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
主席、 执业大律师马恩国
接受本报专访指出， 暴乱
案轻判与部分法官疏于考
虑公众利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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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摄

影报道：7 日，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 （简称 “国航 ”）冬奥主题彩
绘飞机“冬奥冰雪号”首次亮
相广州。 这是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携手航空客运服务合作伙伴
国 航 设 计 喷 涂 的 首 架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
题彩绘飞机。

国航“冬奥冰雪号 ”主题
彩绘飞机得名源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 ”和“雪容融 ”，各取
首字“冰”“雪”既体现了冬奥
会冰雪运动特点，又紧扣“纯

洁的冰雪 激情的约会” 的美
好愿景，澄澈的渐变蓝和通透
的白色覆盖机身，犹如蓝天与
冰雪交相辉映。

国航华南基地总经理赵康
表示，9 月 5 日，国航“冬奥冰
雪号”执飞北京 - 成都航班任
务完成首航， 意味着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倒计
时 500 天系列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 首航结束后，“冬奥冰雪
号”第一站亮相广州，随后将
陆续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各
地亮相，冬奥主题活动、“串飞
集宝”等系列主题活动也将陆
续开展。

国航冬奥主题彩绘飞机———

““冬冬奥奥冰冰雪雪号号””首首次次亮亮相相广广州州

红派艺术传人郭凤女
再添三新徒

将红派艺术发扬光大
郭凤女 12 岁开始与粤剧结

缘，跟随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学
艺，深得红派艺术的精髓。 她能
文能武，戏路宽广，既有《十三妹
大闹能仁寺》等刀马旦应工的武
戏，也有《昭君出塞》等闺门旦、
小旦、青衣应工的文戏，还有《山
乡风云》等现代戏。 她的唱做念
打样样精湛， 表演细腻传神，塑
造出不少让戏迷难忘的艺术形
象。 在唱腔方面，她更是深得“红

腔”的精妙之处。
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粤剧 ）代表性传承人，郭
凤女广收门徒，桃李遍布粤港澳
乃至大洋彼岸的美国。 她走进基
层，播撒红派艺术的种子。 从幼
儿园、小学、大专院校到民间，人
们都能看到郭凤女传授粤剧艺
术的身影。

“没有红线女老师的悉心教
导，就没有今天的我。 ”郭凤女在
拜师礼现场致辞时深情回忆，

“我第一次个人专场演出时，红
线女老师亲笔题写，赠予我‘艺

无止境’四个字。 她的教诲一直
鼓舞我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进
取，精益求精。 ”郭凤女说，“我希
望能秉承红线女老师的遗愿，尽
自己的所能，以弘扬粤剧文化为
己任，努力传承红派艺术，将红
派艺术发扬光大。 ”

拜师礼传统又隆重
当晚的拜师礼传统而又隆

重，广州市老市长黎子流作为见
证人。 行完拜师礼后，郭凤女的
新徒弟谢丝贤、雷小莲上台分别

献唱红腔的经典代表曲目《荔枝
颂》 和《昭君出塞》； 郭凤女以
“传、帮、带”的方式与新徒弟黄
文捷对唱了粤曲《黛玉与紫娟》，
以示红派艺术薪火相传。

据悉，今年10月19日、20日，
郭凤女将邀请中国戏剧梅花奖
“二度梅”获得者、著名粤剧表演
艺术家欧凯明， 携同徒弟以及广
州红豆粤剧团的一众年轻粤剧演
员，在南方剧院演出经典粤剧《花
枪奇缘》和《刁蛮公主戆驸马》，继
续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粤
剧）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和使命。

6 日晚，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
术传人郭凤女再添新徒，在广州举行“红派
艺术 薪火相传”———郭凤女纳贤雅叙。 谢丝
贤、雷小莲、黄文捷三位新徒弟向郭凤女诵
拜师帖、呈拜师帖、敬师父茶、送上拜师信
物，向来宾展示了粤剧界的拜师礼。 粤剧艺
术大师红线女开创的红派艺术又添传承新
生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杨喜茵

郭凤女与新徒弟合照（左起：谢丝贤、郭凤女、黄文捷、雷小莲）
主办方供图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三权分立”说法
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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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闭离汉通道重大决策综述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