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化武阴云”笼罩叙利亚上空，美国
国防部官员24日证实， 美国海军正向叙利亚
靠拢， 为美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各种选
项做好充分准备。 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慎
言对叙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叙利亚紧张
局势的持续升级引发各方担忧。

美军可能发射“战斧”导弹
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24日表示，

国防部有责任为总统奥巴马提供与叙利亚
问题相关的各种方案， 并应该为执行有关
方案做准备。

美联社报道，哈格尔在前往东南亚访问
的飞行途中对随行记者说，奥巴马曾询问五
角大楼，一旦有必要因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
对叙利亚问题采取行动，美国有哪些可选择
方案。他说，国防部有责任为总统提供各种
可选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美国总统奥巴马24日和美国国家安全
小组举行会议， 讨论美国政府在叙利亚问
题上的下一步行动。美国政府官员说，如果
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的问题有了确凿的事
实和调查结果，奥巴马会将做出最后决定。

哈格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没
有加以具体说明。但是，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国防部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 美国已向
地中海派遣了第四艘携带巡航导弹的战
舰。目前，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地中海部署
了三艘驱逐舰。 如果美国“需要向阿萨德
（叙利亚总统）传递信号”，最可能采取的军
事行动是从地中海的军舰上向叙利亚境内
的目标发射“战斧”导弹。

伊朗反对对叙动武
对于反对派指责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

的说法，叙政府24日转守为攻，指责反对派武
装在大马士革东北部朱巴尔地区的战斗中使
用了化学武器。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当天报道
说， 叙政府军在朱巴尔地区向反对派武装发
动进攻时遭到对方的化学武器袭击， 几名政
府军士兵吸入毒气，目前病情十分严重。

对于叙政府的指责和公布的证据， 叙反
对派立即予以否认。 但是伊朗政府对叙利亚

政府的声明做出了呼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阿巴斯·阿拉克奇24日说，有证据显示，叙利
亚的“恐怖组织”使用了化学武器，伊朗政府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阿拉克奇同时表示，伊朗
坚决反对任何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外交部25日说， 叙利亚政府已经
与日前到访的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
拉·卡内达成协议，允许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
学武器问题真相小组（化武调查小组）前往位
于大马士革郊区的化武传闻现场进行调查。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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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批准，总政治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强军目标的意见》， 要求各级坚
决贯彻习主席和军委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
大强军目标学习宣传贯彻力度，把实现强军目
标贯穿到部队建设全过程和各领域。

《意见》强调，强军目标是习主席着眼军队
建设发展全局和新的时代条件提出的重要思
想， 体现了我们党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总方
略，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继承发展，是我军
坚持正确前进方向的重要保证，是加快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各级要深入扎实
做好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的工作，引导官兵充
分认清强军目标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

意义，进一步强化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历史
自觉和实践自觉，真正使强军目标成为广大官
兵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成为推动部队各项
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意见》强调，抓好强军目标贯彻落实是一
篇大文章，需要结合部队实际做深做细。各级要
在转化运用上下功夫， 使强军目标更好地进入
工作、进入实践，推动部队建设全面发展、全面
进步。 依据强军目标要求确立各部队各领域的
发展目标，加强统筹谋划，细化目标任务，落到
基层末端，逐级拿出贯彻落实的规划图展开图。
按照强军目标要求理清推动部队建设的思路举
措，着眼铸牢强军之魂、扭住强军之要、夯实强
军之基， 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掌握

部队，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
度；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
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大力
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不折不扣
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进一步树立与强
军目标相适应的良好作风。 把实现强军目标转
化为官兵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强化使命责任，
提高能力素质， 真正确立起强军兴军的工作导
向、用人导向、激励导向、政策导向，引导官兵自
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实践。 各级领导干
部要坚持求实、务实、落实，在改进文风会风、改
进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指导上拿出真招实策，以
模范行动带出部队的虎虎生气、融融暖气、堂堂
正气，形成同心实现强军梦的生动局面。

《意见》要求，各级要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
作用，体现“生命线”时代价值，自觉摆脱陈旧
观念、惯性思维和过时做法的束缚，牢固树立
与强军目标相适应的全局观念、 前瞻谋划、全
面建设、打仗思想、问题意识、底线思维、实干
精神等思维理念。加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
究，认真梳理分析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切实把问题找准、把原因析透、把对策
搞实。积极改进创新政治工作内容方式，坚持
传统管用的，运用当代最新的，总结部队探索
的，借鉴社会有益的，推动政治工作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可靠政治保
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人才支持。

总政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强军目标的意见》

把强军目标贯穿到部队建设全过程

据新华社亚丁湾8月25日电 当地时间8
月24日至25日，中国海军第十四批护航编队
与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梅森
号导弹驱逐舰举行海上联合反海盗演练。

此次演练历时2天， 中方参演兵力为
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综合补给舰微山湖
舰、直升机1架、战斗小艇4艘和部分特战
队员； 美方参演兵力为梅森号导弹驱逐

舰、直升机1架、部分特战队员。
这次演练，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亚

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以来，第
二次与外军举行海上联合反海盗演练。

中美海军亚丁湾联演

图为中国海军哈尔滨舰主炮进行“对海攻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初秋时节， 一本通
俗理论读物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这就是2003
年以来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
面”系列通俗读物的第11本《理性看 齐心办———
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

《理性看 齐心办》在各地各大书店一上架，就吸
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购买。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不少读者反映，今年这本书，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对人
们理性看待当前形势、增进改革发展共识很有帮助。

一本大众理论读物，如何才能赢得大众？河北
省涞源县委组织部长王志乾认为“理论热点面对
面” 系列读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站稳大众立场，具
有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理论情怀。

理论的魅力，在回应热点中迸发。公平正义怎
么保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环境恶化怎么扭转、食
品安全怎么监管、教育质量怎么提高、养老难题怎
么破解、道德失范怎么治理、铺张浪费怎么杜绝、干
部作风怎么改进……全书梳理出的9个问题无一不
紧扣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关切。

河北省曲周县白寨中心村党支部书记王孟堂谈
到，全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本书体
现了党的理论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方向，讲的是群众
关心的问题，用的是群众都听得懂的大白话。

找准问题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破解问题。在改革
攻坚克难、发展爬坡迈坎的关键阶段，人们更渴求“怎
么办”的方法。对此，《理性看 齐心办》不惜笔墨。

“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物的热销和热读说明，
理论工作的责任与担当，就在于求真务实，深入剖析
矛盾问题，解答人们所思所惑，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关注群众聚焦点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
面对面·2013》深受读者欢迎

美军逼近叙利亚“化武阴云”笼罩叙上空

8月24日，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的伊拉克萨赫拉临时难民接待中心， 叙利亚难民
在酷暑中行走。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教育部将在全国范
围内推动落实“书法进课堂”，书法教育教材的审订
工作预计将于今年11月展开。 这是记者从25日举
行的“人教杯”中小学书法大赛颁奖仪式上获悉的。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2011
年起， 教育部开始研究设置中小学书法教育课程，
并于今年2月正式出台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
要》，要求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分
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各学校从小学
三年级起要开设专门的毛笔书法课。

教育部推“书法进课堂”
预计11月审订教材

薄熙来案
全案法庭调查结束

新华社济南8月25日电 25日上午， 被告人薄
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庭审进入第四天，全
案法庭调查结束。

开庭后，法庭继续围绕薄熙来滥用职权罪的犯罪
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证
人王立军24日下午出庭所作证言进行质证。薄熙来及
其辩护人提出，王立军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
问。公诉人认为，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一致且
与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真实可靠。审判长要
求书记员将控辩双方的质证意见准确记录在案。

公诉人继续举证，证明薄熙来要求对薄谷开来
故意杀人案办案人员进行审查，违反组织程序免去
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纵容没
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
事件的研究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
具王立军患有精神疾病的虚假诊断证明，批准对外
发布虚假信息等事实。 控辩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
庭审中， 薄熙来承认自己处理相关问题有错误、有
过失，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把责任都推
到薄谷开来、吴某某等人身上。

公诉人还出示了综合证据，说明了本案发破案
经过，以及被告人薄熙来没有自首、坦白、检举揭发
的情节。10时55分许，法庭调查结束。审判长宣布
休庭，26日上午继续开庭审理。

26日上午继续开庭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
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8月25日12时08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刘复之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北京警方25日证实，
新快报记者刘某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北京警方25日1时30分通过官方微博“平
安北京” 发布消息：“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证实：新
快报记者刘某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已被北京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新快报一记者涉造谣被拘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从国家
海洋局获悉，国家海洋局最新监测结果显示，
日本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污染物对我国管辖海
域尚未有直接影响。

国家海洋局表示， 自日本福岛核电站事
故发生以来，国家海洋局已持续3年在西太平
洋公海海域进行跟踪监测。结果显示，日本福
岛核事故海洋放射性污染物的影响范围进一
步扩大， 已在北纬20°N的区域发现了日本
福岛核事故特征核素134Cs。2013年最新监
测结果显示，日本福岛核事故放射性污染物，
目前对我国管辖海域暂无影响。

福岛核放射污染物
尚未直接影响我海域

据新华社平壤8月25日电 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25日在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
新闻》和《朝鲜人民军》报发表谈话，纪念金正
日开始“先军”领导53周年，要求继承并发扬
光大金正日的“先军”革命思想和业绩。

金正恩在谈话中回顾了金正日的“先军”
领导历程后表示，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生
命，人民军队的威力离不开党的领导。金正恩
同时表示，要下大力气发展国防工业。

金正恩在讲话中还要求进一步加快经济
强国建设，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谈话还要
求遵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训和意志， 为打
开祖国统一新局面、防止侵略和战争、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努力。

金正恩要求
继承发扬“先军”思想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一名官员说，政
府打算向国会递交一项法案， 以法律形式保
障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

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大力推动修改政府对
和平宪法的解释， 从而使自卫队得以行使集体
自卫权，与美军协同作战。一个政府委员会打算
今年秋季提交报告，建议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共同社25日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官员的话报道， 政府打算明年向国会提交
法案，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确立法律程序。

按照这项法案，首相将下令官员制订一套
基本政策，就行使集体自卫权作出详细规定。内
阁批准行使集体自卫权后，将请求国会授权。如
果获得同意，自卫队将按照基本政策行动。如果
国会否决，自卫队将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拟立法
支持集体自卫权

据新华社开罗8月25日电 埃及开罗刑
事法院25日再次开庭审理前总统穆巴拉克涉
嫌谋杀示威者一案， 法庭最终决定将此案延
期至9月14日再审。

当天，穆巴拉克乘直升机从其软禁的马阿
迪军事医院到开罗刑事法院参加庭审，他的两
个儿子、 前内政部长阿德利及其6名助手同时
出庭。开罗刑事法院最终做出延期再审的决定。

今年8月，埃及法院对穆巴拉克挪用公款
修缮总统府和受贿案作出裁决， 决定临时释
放穆巴拉克。目前，穆巴拉克获得保释出狱，
被软禁在马阿迪军事医院。

埃及法院
延期审理穆巴拉克案

8月24日， 在巴基斯坦东部边境城市拉
合尔，被巴方释放的印度在押人员通过瓦格
赫边境返回印度 。 据巴基斯坦媒体24日报
道，巴方当天释放了337名印度在押人员，他
们当中大部分为印度渔民。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8月25日电 近日， 网名为
“湘西大山人”的网民发帖举报称，自己近
期参加了湖南省公务员考试，并以笔试、面
试总成绩第一名进入体检， 但因脸上长痤
疮、“长得丑”遭淘汰。官方回应称，这名考
生不合格原因系“面部有癍痕影响面容，且
癍痕难治愈，反复发作。”

根据一篇名为《湘西公务员考试体检坑
爹：脸上有痘痘说我长得丑不合格！》的举报
贴描述，“湘西大山人” 今年参加了湖南省公
务员考试， 报考的职位是湘西州公安局网络

民警，并以笔试、面试总分第一名进入体检程
序。在8月4日的体检中，因他脸上长有痤疮，
一名医生说：“人民警察要形象， 长得丑不能
当警察。”次日，由另一名皮肤科专家检查后，
勉强通过。 但一名带队参加体检的非医务人
员劝他主动写申请放弃资格， 以避免今后的
麻烦。 他拒绝这一建议后， 对方还是作出了
“不合格”的结论，且不能参加复检。这名网友
质疑：“我军检都能通过，当了兵，为什么这个
体检不能通过，公平、公正到哪里去了？”

湘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3日回

应称，在体检中，该局只采用指定体检机构的
体检结论。本次公务员考试体检中，医生的业
务处置未受干预， 医生严格按照规定的体检
项目和标准对考生进行身体检查， 独立作出
判断。 三名专家医生对这名考生检查会诊的
意见为“面部有癍痕影响面容， 且癍痕难治
愈，反复发作，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
准》第一部分第三条规定，结论为不合格”。

就复检问题， 湘西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回应称， 这名考生反映的项目不属
于规定可以复检的项目，因此不予复检。

湖南一公考生称因“长得丑”被淘汰
官方称不予复检

据新华社长沙8月25日电 近日， 湖南省益阳
市安化县柘溪镇大溶溪村村民谌彦章反映， 他和
另一大户邓移稳所养殖的网箱鱼相继出现大面积
死亡。 经现场察看， 死亡鱼量超过5万公斤。

安化县畜牧部门初步诊断这次死鱼现象发生
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近段时间长期高温干
旱，突受“潭美”台风的影响，气候剧变，大气压减
弱，氧离子大量向空气中扩散而造成水中大面积缺
氧。二是由于养殖密度过大，使缺氧现象雪上加霜。

湖南安化现5万公斤死鱼
官方称系旱涝急转缺氧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