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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布达拉宫管理处获悉，7月 21
日起，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实行客流限
制，游人参观需提前一天预约。

布达拉宫管理处提示：“近期计划参
观的游人可通过布达拉宫官网预订（网上
唯一购票渠道）和现场预约两种方式预约
参观。现场预约时，游客需持本人二代身
份证原件前往预约，每人最多可预约 4人
门票。预约窗口开放时间为上午 8 时至
预约券发放完毕。”

记者了解到，7 月西藏进入旅游旺

季，为妥善解决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
盾，最大限度维护大众共享文物保护成果
权益，保障布达拉宫等文化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7 月 21 日起除布达拉宫外，西藏拉
萨市大昭寺也将对特定时间的参观实行
预约制。

大昭寺管委会提示：“7月 22日起，每
天 8时 30分至 12时的参观需提前一天预
约，预约时间为每天 15 时 30 分至 19 时，
游客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前往预
约。” 据新华社电

7月21日起
参观布达拉宫需提前一天预约

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坐落着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故居。门前十几平方
米的水泥地上，安放着司徒美堂先生的半
身铜像，显得格外安静。即使在美洲生活
多年，但司徒美堂先生从这里出发，之后经
历了人生风雨。“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
人”，这是他爱国情怀最质朴的表达。

司徒美堂，原名司徒羡意，字基赞，
1868 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
穷苦的农民家庭。12 岁为生活所迫随乡
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
馆做杂工。1885 年，17 岁的司徒美堂拜
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
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1894 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成立
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
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
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 31
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两
万多人。1905 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
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

1904年，孙中山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
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
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织从此开始在人力、
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为，
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7 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
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
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抗战期
间 ，纽 约“ 筹 饷 总 局 ”募 捐 达 1400 万 美
元。其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纽
约华侨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
政员，从美国回国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
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
司徒美堂亦遭软禁。日本特务头子矢崎
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
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当

时司徒美堂已届 75 岁高龄，断然拒绝了
日寇的要求，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后
来，司徒美堂在中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爱国
人士的帮助下，化装偷渡回到内地。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之
职。而司徒美堂此时目睹国民党腐败和
大后方民众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度失
望，拒绝了蒋介石的“美意”。

1945年 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
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为海外
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
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
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
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
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
治主张。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
的主张。翌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发函，邀
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回到祖国的
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
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
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 年 5 月 8 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
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 87岁。10日，公祭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
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
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司徒美堂遗体
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
仪式，是对这位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
高褒扬。 新华社广州7月21日电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
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国务院新闻办 21 日发表《新疆的若
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蒙古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8个
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
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
明的荟萃之地。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
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
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为
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
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
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
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

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
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
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白皮书强调，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
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
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
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是多
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
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
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
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
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白皮书说，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
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
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以
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逐
一对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
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是
主题教育学习教育和检视问题的重要内
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检视自我、
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措施，党员领导干
部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基础上，
结合学习研讨，对照党章党规，重点对照
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
行自我检查。要把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与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问题结合起来，
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增强查
摆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对照一次就提
醒一次、扯一次袖子，不断增强党员领导
干部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不
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重点查摆是
否坚持党的性质宗旨，贯彻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否认真
履行党员八项义务，践行入党誓言，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否按照
党员干部六项基本条件，真正做到信
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组织
制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牢宗旨意

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
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通知要求，对照准则，重点查摆是否
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
社会主义信念；是否坚定不移贯彻党的
基本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政治立
场；是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
个意识”；是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坚决反对“四风”；是否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否勇
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清正廉洁
的政治本色。

通知明确，对照条例，重点查摆是
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一
致，自觉执行党组织决定；是否存在滥
用职权、谋取私利等问题；是否存在为
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损害群众利

益等问题；是否存在工作不负责任，搞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预和插手市场
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等
问题；是否存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等问题。

通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
习《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逐
段逐句学习党章、准则、条例，对照检视
分析，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各级领导班子要安排专门
时间，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议。党支部要结合“三会一课”，召开专
题会议，组织党员学习、对照党章、准则、
条例，自我检视问题，自我整改提高。领
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带头查、
带头改，以上率下、作出示范，同时督促
班子成员和下属单位领导干部找准问
题、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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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中国
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7月 23日 10时
50 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正式登场，迎来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专家
提醒，此时节，高温高热的“桑拿天”将成
为天气的主角，公众要注意预防中暑。

每年阳历 7月 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
经 120 度时为“大暑”节气开始，它与“小
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

进入“大暑”后，高湿高热的“桑拿

天”将会增多，极易发生中暑等高温疾
病。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
科主任李艳玲在此提醒说，预防中暑要合
理安排工作，注重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
晒，注意室内降温，讲究饮食卫生，及时
补充水分。如果出现乏力、胸闷、头昏、
心悸现象时及时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并喝
一 些 淡 盐 水 、绿 豆 汤 、西 瓜 汁 、酸 梅 汤
等。 据新华社电

23日 10时 50分“大暑”

小暑不算热 大暑三伏天

7 月 中 旬 ，江
西 瑞 金 市 普 降 大
暴雨，多个乡镇遭
遇洪水侵袭，农田
被 毁 、房 屋 被 淹 。
洪水过后，百余名
武 警 官 兵 合 力 清
理淤泥和垃圾，帮
助 群 众 恢 复 生 产
生活秩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