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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日，新中国制定的
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公布实施了。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
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
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
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
度。”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
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
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
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婚姻不自由是
旧中国封建桎梏的一个重要表现，酿

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婚姻法的公布实
施使无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
新生。

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中
共中央、政务院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
地开展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
动，1953年3月，全国开展了宣传贯
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
国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大批基层
干部和积极分子，利用报纸、广播、连
环画、幻灯、电影、戏剧等形式，在群众
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小二黑结
婚》《小女婿》《刘巧儿》等戏剧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
毁，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的思想。占全国人口半数
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

下得到解放，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
活动的热情高涨，社会地位有了很
大提高。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从根本上动
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

根基，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
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
立起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
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婚姻自己当家

这是令世界惊叹的中国故事——
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半日往返

千里；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
运算1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计算
340年以上；5G开启商用，半秒能下载
一部影片……

这是让世界惊艳的中国成就——
今日之中国，1小时能创造超百亿

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大约1.5亿斤粮
食，新建近 500米高速铁路，处理约
600万件快递，往来货物贸易额超过5

亿美元……
70年沧桑巨变，有一种奇迹，叫

“中国速度”。
●不断赶超 折射奋进中国的姿态
●勇立潮头 激发创新中国的活力
●砥砺前行 彰显变革中国的力量

（据新华社）

中 国 速 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三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高敬）国务院新闻办3日发表《中国的
核安全》白皮书。这是中国发表的首部
核安全白皮书。

白皮书说，原子的发现和核能的开
发利用，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能力。同时，核能发展也伴生着安全
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
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
战，维护好核安全。

白皮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面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
国政府作出了开发利用核能的重大决
定，中国核事业正式起步。近70年来，
中国核事业从无到有、持续发展，形成
了完备的核工业体系，为保障能源安
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中国始终把保障核安全作为重要
的国家责任，融入核能开发利用全过
程，始终以安全为前提发展核事业，按
照最严格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始终积极

适应核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推动核
安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保持了良好
的安全记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核安全
之路。

白皮书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的核安全事业进入安全高效发展的新
时期。在核安全观引领下，中国逐步构
建起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
术保障、人才支撑、文化引领、社会参
与、国际合作等为主体的核安全治理体
系，核安全防线更加牢固。

白皮书强调，作为构建公平、合作、
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的重要倡导者、
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在做好自身核安
全的同时，认真履行核安全国际义务，
大力推动核安全双多边合作，积极促进
核能和平利用造福全人类，为全球核安
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国新办发表《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查文晔 石龙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
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
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并答记者
问。杨光表示，香港局势正出现积极变
化但依然复杂严峻，现在已经到了维护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重要关头。

杨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香港局
势正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港
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最强烈的呼
吁。香港各阶层、各界别的代表人士和
众多社团、协会纷纷以发表声明、刊登广
告、发表谈话等方式，共同谴责暴力违法
行径，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他说，8月17日近50万民众冒着暴
雨参加“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场面感
人。特区政府和警队坚决依法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截至 9月 2日已拘捕 1117
人，包括涉嫌参与犯罪的3名立法会议
员。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有关
部门积极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交流，深
入了解市民诉求和期望，及时推出纾解
市民和企业困难的举措。

杨光指出，香港局势依然复杂严
峻。暴力、违法活动仍没有得到完全遏
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少数暴徒变
本加厉，用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制造了
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种种事实表
明，少数暴徒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正
常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的行为在任何
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构
成暴力犯罪，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暴徒。

杨光说，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已看得
很清楚，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
态已完全变质。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
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们的目的、他们
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他们心甘
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
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
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
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
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
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杨光指出，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
香港的人都应擦亮眼睛、坚定立场，清楚
认识到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
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
不得犹豫、徘徊和摇摆。真爱香港，就坚

决维护“一国两制”。真爱香港，就要用
实际行动向一切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挑
战“一国两制”的行为坚决说不！

杨光表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
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特区政府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以及社会各
界都要切实把“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作
为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迫切
的任务。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希望每
个爱护香港的市民都能以自己的行动，
自觉抵制暴力，制止暴力，并自觉支持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警
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持
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使所有
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彰显法
律的公正与威严。特别是对暴力犯罪的
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指
挥者，要追究到底，绝不手软。所有掌握
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快速、果断行动起
来。法治之绳不可松，法治之网不可漏，
法治之剑不可钝。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
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与暴力犯罪和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开来。游行
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参
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包括年轻学
生，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想表达什
么样的诉求，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参
与游行集会，只要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都是法律允许的。参与和平游行集会活
动，与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冲
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国旗国徽、
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严重损坏公
私财物、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在性
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必须且
只能依法严厉打击，没有宽容的余地。
面对违法犯罪，执法就是正义，护法就是
公义。

杨光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
共谋解决之道。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
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必须高度
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
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抱怨的住房
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
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
找准症结，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我们支
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管治团队继续通
过有关对话平台与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
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
案。香港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建设性的对

话。只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以主人翁的
精神和姿态积极思考、集思广益、凝聚共
识，就定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香
港社会化戾气为祥和。中央政府将继续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继
续不遗余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民。

对于反对派要求尽快重启政改落实
“双普选”，杨光在答问时表示，香港的民
主制度是在回归祖国以后真正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按照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发展
民主政制。阻挠香港民主发展的罪魁祸
首不是别人，正是反对派自己。无论将
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
都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符合基本法，符
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对于有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参与暴力
活动，徐露颖应询表示，这让我们非常痛
心。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教师是学校教
育的第一责任人。一些教育界人士利用
手中权力和资源散播暴力仇恨的种子，鼓
动学生罢课，突破了教师的职业底线，丧
失师德，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应依法给予
严厉惩戒。徐露颖还指出，中央政府坚定
支持特区政府、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市民采
取有力措施，制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用教
唆、煽惑、威胁、引诱等手段裹挟青年学生
参与到激进政治活动中，保护学生受教育
权利，还校园纯洁和宁静。

对于暴力活动中发生多起侮辱国旗
国徽事件，徐露颖在答问时表示，我们在
强烈谴责极少数“港独”分子丧心病狂的
辱国行为的同时，也要问一个问题：为什
么这些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香
港？也要问：香港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国
家意识的培养，是不是有值得检讨和反
思的地方？国民教育和国家意识培养的
问题，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杨光在答问时还指出，香港回归后
成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事
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不得干涉。3
个月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政客不断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可谓不绝于耳。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香港前途好，
只不过是看到香港出现一些混乱，想趁
火打劫，把香港搞乱，给中国制造麻烦。

他说：“我想告诫这些西方的先生们，
他们这套把戏在别的地方得过手，在当地
留下满目疮痍，但在香港、在中国的土地
上不管用。黄粱一梦，该醒醒了！”

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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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近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期，联邦快递
（中国）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收寄寄往

香港的管制刀具，涉案物品已被我国
有关部门暂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之
中。

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管制刀具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9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
作座谈会。

今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
立25周年。会前，李克强观看了基金
资助的天体物理、新材料、能源利用、医
疗、生物等方面科研项目成果展示，对
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充分肯定

“杰青”基金在培养青年人才、推动科技
创新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座谈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
要负责人汇报了“杰青”基金事业发展
有关情况，丁仲礼、薛其坤、周琪、严纯
华、王梅祥、丁奎岭、卢柯、袁亚湘等8
位基金资助获得者代表发了言。李克
强与大家深入交流，回应他们的关切。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重大科技创新和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相互推动，新动能快速成长
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创新决
胜未来，人才关乎成败。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更大激发
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创新
积极性和创造潜能，大力攻坚克难，加
强国际科技合作，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推动高质
量发展。

李克强指出，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
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

题根子在基础研究薄弱。要面向未来，
瞄准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把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做扎实，使技术创
新、产业发展站得住、站得稳、有根基。
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要立这个大志。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
持力度，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杰青”基金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
源头创新能力上要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说，科技创新突破需要广大
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奋斗。创
新成果往往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要为
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环境。要
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
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加快完善科
研项目管理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年内
推动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落

地。“杰青”基金要打造改革“试验田”，发
挥示范作用，向青年人倾斜，让更多更年
轻的人受益，大幅提高“杰青”基金间接
费特别是“人头费”比例，探索建立青年
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经费承诺制，相
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

李克强指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尊重科研规律，遵守科学伦理，既鼓
励奇思妙想，又力戒浮躁、坚持严谨求
实。探索把“杰青”基金当作国家“风投
基金”来使用，既促进创新，又宽容失
败，激励更多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
勇闯科研“无人区”，催生更多科技“奇
果异香”，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
贡献。

孙春兰、刘鹤、肖捷、何立峰参加上
述活动。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强调

更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
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更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