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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引言】
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代

代相传的美德。
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中还

有一些困难群众。做好这部分
人的民生帮扶工作，实现“弱有
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
诺。

鼓励残疾人活出精彩人
生，祝福下岗再就业职工日子
过得更好，在农村低保户家问
实情唠家常送温暖……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安
危冷暖，鼓励他们努力创造更
好生活。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过
的那些困难群众，记者注意到，
他们心怀感恩之情，自强不息、
奋斗拼搏。如今的他们，生活得
更好、心气儿更足、获得感更
多。

【故事一】
自强，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

“你——被救了，一个小兵把雨
衣盖在你身上

“扒出我来的是位连长，后来听
说为救一个六岁的孤儿

“他永远地留在了——唐山
“亲爱的朋友还用我再说吗？！
“这样真实的故事我可以说上

一百天……”
2016 年 7 月 28 日，是受伤截瘫

的杨玉芳、高志宏夫妇永远难忘的
一天。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
北唐山市考察。在唐山市截瘫疗养
院，杨玉芳、高志宏夫妇向习近平总
书记即兴朗诵了这首原创诗歌《见
了你们格外亲》。

“开始还挺紧张，但很快就放松
了。”杨玉芳回忆，那天，习近平总书
记微笑着走到他跟前，关切地询问
夫妻俩身体恢复的情况、目前有什
么困难……“就像与一位好久不见
的老朋友唠家常。”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高
志宏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给了他们
极大鼓舞。此后，他们开始为敬老院
的老人们朗诵诗歌，传播正能量；做
手工活拿去义卖，资助寒门学子……

“既然能动手、能写东西能朗诵，
就要给大家带去美好。”高志宏说。

杨玉芳介绍，这几年他们的退
休工资每年都增长，国家还出台了扶
持残疾人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爱人
现在给人配钥匙，加上两人的退休金，
每月能有六七千元的收入，生活上花
销也不大，如果今后有可能，他们打算
给更需要帮助的人捐出一部分。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把伤残人当亲人，为伤残
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唐山市截
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介绍，一方面

创造良好的硬件，如正在建设的唐
山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未来有充
足床位让疗养院老人搬入；一方面
让医护人员去各大医院进修，提升
专业护理水平。

“除了物质上给予充足保障，还
要实现精神上的小康。”杨震生说，
疗养院布置了图书室、心理咨询室、
阳光活动室，医护人员定期与住院
人员谈心，一些社会团体也常会来
疗养院开展志愿活动。不少老人说，
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开得更大了。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
我，就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在这个
世界上”，这句话成了疗养院里不少
残疾人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对一个健全人来说，很难想象
下半身没有知觉是一种什么体验，
更难体味大小便失禁状态下该怎样
生活。有截瘫患者说，瘫字的组成是
一个“病”字旁一个“难”，能从侧面
说明残疾给人带来的痛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业格
外关注。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覆盖数
千万残疾人口，包含生活补贴、护理
补贴、儿童康复补贴等内容的残疾
人专项福利制度，残疾人事业整体
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
个也不能少。在幸福的中国，残疾人
同样能够收获社会发展带来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为中国梦
努力奋斗。

【故事二】
奔跑，向着更好的生活进发

“总书记亲切、平易近人。”时隔
近六年，丛龙江对习近平总书记来
他家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2013 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辽宁考察时来到沈阳市沈河区
大南街道多福社区，走进下岗再就
业职工丛龙江家里。

社区服务好不好、实施暖房工
程后冬天温度能提高几度、家里还
有什么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
地询问。

那时的丛龙江，生活还很困难：

他在一家汽车物流配送企业实现了
再就业，但每月收入只有 2000 多
元；妻子下岗在家照看有病的母亲；
儿子刚刚开了一家汽车装饰店，小
孙女还不到一岁……

今年 7 月下旬，记者走进丛龙
江的家，7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
净整洁。丛龙江说，这些年生活改善
了，屋子进行了简单装修，新换了沙
发，添了书柜。

前几年，社区帮助丛龙江儿子
申办了 8 万元小额无息贷款，扶持
他创业。全社会的创业环境越来越
好，丛龙江儿子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2017 年，丛龙江退休了，不但
每月能及时、足额领到退休金，而且
金额每年都在涨。

丛龙江家所在的多福社区大
院，正进行着新的改造工程。社区党
委书记孟晓丹介绍，这次改造政府
投入 2000 多万元，在上一次自来
水、煤气等改造基础上，对小区的景
观、下水、照明等进一步改造，使小
区功能彻底改善。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记
得总书记‘把日子过得更好’的嘱
托，为这个期望努力着。”丛龙江说。

【记者手记】

丛龙江一家生活的改善，折射
出许多下岗再就业家庭克服困难奔
向幸福的脚步。把下岗职工安排好，
对于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化解和淘汰过剩产能，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积
极创造再就业机会：采取政府安置
与市场安置等方式帮助解决职工就
业；积极引导下岗职工在服务业领
域实现再就业；为市场主体特别是
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减负，增强市场
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中央有关怀，地方有行动，越
来越多的丛龙江们会在新的岗位上
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故事三】

自信，写在她的脸上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家时，一张

土炕占去半间屋子，余下半间，放着
两个橱柜和一张桌子，几乎转不过
身来。”

夏日午后，河北省阜平县骆驼
湾村，村民唐宗秀比划着向记者回
忆。

2012年 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
到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30日
一大早，踏着皑皑白雪，他来到唐宗
秀家。“总书记问我种了几亩地、粮
食够不够吃、取暖的煤炭够不够
……”

“那是个大冷天，可我心里热乎
乎的。”唐宗秀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唐宗秀说，当时她家门外的小
路用石头铺成，走在上面深一脚浅
一脚。“现在到处都是柏油路，村里
人后悔没留几条碎石头小路，让游
客们来体验体验。”她笑着说。

如今，唐宗秀家的老房子变成
了几间青砖大瓦房，花布门帘让小
院更显亮丽。

断桥铝门窗、地暖，灶火房里装
了橱柜和抽油烟机，厕所有冲水式
坐便器和热水器……带记者参观了
一圈新房子，唐宗秀难掩满足：“咱
农民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房子住得宽敞，唐宗秀也去了
最大的心事——往年春节，因为房
子小，4 个孩子不能一起带着全家
来拜年，总不够热闹。唐宗秀说，现
在不一样了，今年过年，几个孩子一
块带着全家来了，一大家子人甭提
多热闹了。

“骆驼湾村的变化离不开党中
央的关怀，离不开省市县和社会各
界的倾力支持。”说起变化，河北省
能源局驻骆驼湾村干部黄文忠感触
颇深。他介绍，村里如今有了村集体
企业，村民个个有分红。

2017 年 ，唐 宗 秀 家 退 出 低 保
户。她合计着，今年腿上的老毛病好
一些了，就跟老伴儿一块到村集体
企业打工，一个月能有几千元钱的
收入。

说起最大的愿望，唐宗秀笑着
说：“日子好了，盼着总书记再来看
看。”

【记者手记】

深山区、低保户、老年人，这些
词汇的结合会是一幅什么画像？

记者见到与这三个词都有关的
唐宗秀时，自信写在她的脸上。物质
上的帮扶让唐宗秀摆脱了生活的困
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等农
户家墙上的标语，则反映出村民们
精神上的改变。

千方百计排忧解难，群众冷暖
放在心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2013年至2018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特困供养、临时
救助等资金8400多亿元，城乡低保标
准年均增长9.2%、14.7%；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
等人群的关爱服务……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社会各
界的帮扶支持下，困难群众正在向
着全面小康的目标努力奔跑。

在关怀与自强中活出精彩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弱有所扶”篇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住院者在下棋 （7月25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 8月 12日电 （记
者何媛 陆睿） 韩国政府 12 日发
布战略性产品进出口公告修订案，
决定把日本移出韩国的贸易“白色
清单”。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天
发布的声明，韩国把享受战略性产
品进出口便利政策的“甲类”贸易
对象细分为“甲 1”和“甲 2”两
类，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日本
列入新增的“甲2”类别。

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甲 2”类
别的定义是，此类国家加入了相关
国际协定但“设有违反国际规范的
出口管制体系”。

日本被列入“甲 2”类别后，
韩国企业如果计划向日本出口战略
产品，除个别例外情况，原则上必
须逐次申请，所需提供文件由此前
的 3 种增加为 5 种，审批时间由此
前的约5天延长为约15天。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

模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设置
违背国际出口管控基本原则的制度
的国家，韩国难以与其密切合作。

按照产业通商资源部声明，新的
分类规定将在随后20天内征询公众
意见、接受审议，并于 9月中旬付诸
实施。成允模表示，日方如果在意见
征询期内提出请求，韩国政府愿意与
日方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韩国目前新设的“甲 2”类别
中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产业通商资

源部表示，这一新规并非仅仅针对
日本，韩国政府今后将视情况把相
关国家列入此类。

韩国媒体认为，韩方此举在于
反制日本政府此前对韩国实施的出
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 7 月 1 日宣
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
加强审查与管控，触发韩日贸易摩
擦。双方贸易摩擦近来不断发酵，
日本政府 8月初宣布把韩国移出可
享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韩国政府决定把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日在答记者
问时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
曾涉嫌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

“颜色革命”。中方表示，香港近
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带有明显
的“颜色革命”特征，这是否意
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参
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证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颠倒黑

白、煽风点火。美政要及外交官
员会见、接触反中乱港分子，无
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为暴力违
法行为张目，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
要再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
你们要借香港达到什么目的？”华
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方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插手香港事务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
者查文晔）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杨光12日在北京就香港11日晚极
少数暴徒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
弹并导致警员烧伤一事表明态
度，对实施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
暴徒予以严厉谴责。

杨光表示，11 日晚，有极少
数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
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
警察投掷汽油弹，导致警员多处
烧伤。对于这种丧心病狂、不计
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们表示
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我
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
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
量。两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
恪尽职守、依法履职，在止暴制
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出
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得了包括
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和
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
意。但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
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
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
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
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
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
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
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
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
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
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
子绳之以法。

杨光说：“我也要在这里呼吁，
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所
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
地站出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
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
切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
者刘明洋）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 12
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香港极少
数暴力违法分子采取的极端暴力
行径，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坚
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共同维护香港
法治和社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 日，在香

港多区发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
少数激进暴力分子更使用了大量
具有高杀伤性的武器，包括向警
署投掷汽油弹导致值勤警员严重
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强力
射击装置袭击警署。该负责人严
正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令人发指的
极端暴行。如果任由这些恐怖暴
行蔓延，香港将滑向无底深渊。

他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表示
深切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理连串
违法暴力事件时坚守岗位、忠诚履
职、专业克制和严正果断执法表示
由衷敬佩和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全
体警队的家人亲友长时间来的默默
支持、忍辱负重表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
大市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止
暴制乱，使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安
宁。全社会都要坚定支持特区政
府和香港警方依法严惩暴力犯罪
分子，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自己
的家园，共同维护香港“一国两
制”的美好明天。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
者周文其） 在 11日香港多区的非
法集会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
物、堵塞道路，更有暴力示威者
投掷汽油弹，令警务人员受伤。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12日凌晨对
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在多区
的非法集会中，有暴力示威者破
坏公物、堵塞道路；围堵警署，
以激光、砖块袭击警务人员；更
有暴力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令警
务人员受伤。暴力示威者无法无
天的行为严重威胁警务人员和其
他市民的人身安全，我们对此感
到愤慨，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违法示
威活动也让部分公众服务设施提
早关闭，阻碍紧急服务和商业活
动。这些持续而且大范围、不定
时、不定点出现的违法及暴力行
为，剥夺普通市民正常生活的权
利。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向暴力说

“不”，协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警方也必定严正果断执法，令违
法示威者接受法律制裁。

就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予以严厉谴责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极端违法暴力行径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
者叶昊鸣） 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
日向浙江、江苏、山东三省紧急
下拨中央防汛防台风补助资金 3
亿元，其中浙江 1.5 亿元、山东 1
亿元、江苏0.5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三省做好超强台风“利奇马”
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

调度部署台风“利奇马”防范应
对工作，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
每日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先后
派出 10 个工作组分赴浙江、上
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
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一线，指导
协助当地采取针对性防御应对措
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和抢险
救援各项工作，此前已紧急向浙江
预拨救灾资金3000万元。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浙苏鲁下拨
中央防汛防台风补助资金3亿元

在寿光市稻田镇东里村，蔬菜大棚进水，鸭子在水中游弋。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蔬菜之乡”山东寿光遭遇自1959年有气

象记录以来最大一次降水。去年受灾严重的寿光再次受灾，寿光低洼
易涝区1.8万个大棚进水，农田受灾面积13万亩。 （新华社发）

游客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内游玩拍照 （8 月 11 日
摄）。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随处可见
中外游客，来往商贩、车辆络绎不
绝。据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 7 月 合 作 中 心 游 客 总 数 达
334.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8%。

（新华社发）

中哈合作中心
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