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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4日， 一名曾效
力于“伊斯兰国”的法国男子持冲锋枪
闯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犹太博物
馆，开枪打死4人。

———2013年5月22日， 两名“基
地” 组织的极端主义分子在伦敦街头
撞倒英国士兵李·里格比，将其刺死。

———2012年3月19日，“基地”组
织成员穆罕默德·梅拉赫在法国南部
城市图卢兹打死3名犹太学生、一名教
师和3名士兵。

———2011年11月2日，《沙尔利周
刊》办公室遭遇炸弹袭击，无人受伤。

———2011年7月22日，安德斯·贝
林·布雷维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
心制造爆炸案，致死77人、伤80多人。

———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多
起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的自杀式恐怖爆
炸袭击，造成52人死亡。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欧洲近年恐怖袭击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法国《沙尔利
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案发生后，中国、美
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纷纷谴责这一恐怖主
义行径， 欧洲议会宣布将为遇害者默哀一
分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日晚对巴黎
恐怖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支持
法方为维护国家安全所做努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法国总统奥朗
德， 表示美国在法国遭到可怕的恐怖袭击
后与其团结一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奥朗德发去
吊唁函，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慰问受害者
家属。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恐怖主义
不管表现形式如何都应遭到坚决打击。 俄
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国际社会应继续积极
合作共同应对恐怖威胁。

此外， 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和总理阿巴
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阿尔及利亚总统
布特弗利卡， 拉脱维亚总统贝尔津什和总
理斯特劳尤马，秘鲁外交部也以声明、新闻
公报或信函的形式，谴责这一恐怖袭击，并
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沙尔利周刊》遭袭击后，世界多
地传出哀悼、气愤和反抗的声音。

在巴黎、伦敦、柏林等欧洲多座城
市，许多民众走上街头，点燃蜡烛哀悼遇
难者。人们手举写有“Je� Suis� Charlie”、
即“我是沙尔利”的标语，以示愤慨。在各
大社交媒体上，一场名为“我是沙尔利”
的运动更是掀起了热潮。

据美联社报道， 许多巴黎人涌向
共和国广场，悼念遇难的漫画工作者。
大家挥舞着纸、笔，只为表达对《沙尔
利周刊》的支持。

7日，法国城市尼斯、马赛、雷恩也
出现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 法国以
外，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西班牙马
德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多座城市，许
多人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哀悼遇难
者。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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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8日就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总统奥
朗德致慰问电， 对袭击行为予以强烈谴
责， 向不幸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伤
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恐怖主义是
人类社会的公敌， 是中法两国和国际社会
共同面临的威胁。 中方一贯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 愿同法国及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加强安全和反恐领域合作， 维护两国
及世界和平， 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法国警方8日继续搜捕《沙尔利周刊》杂志
社恐怖袭击案嫌疑人。 目前，一名嫌疑人已向
警方自首，两人在逃。 7日晚间至8日，法国境内
发生多起袭击事件，但无明显证据显示同《沙
尔利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案有关。

一嫌犯自首， 两嫌犯被发现
黑豹突击队全力抓捕

法国 《沙尔利周刊》 杂志社巴黎总部7日
遭武装分子袭击， 12人丧生、 11人受伤。 事
发后， 警方经过调查， 锁定3名嫌疑人， 即34
岁的赛义德·库阿希、 32岁的谢里夫·库阿希
和18岁的哈米德·穆拉德， 并会同反恐特种部
队在马恩省兰斯市对嫌疑人展开大规模搜捕。

穆拉德在社交网络看到自己名字被广泛
谈及后， 于事发当晚在东北部香槟-阿登大区
沙勒维尔-梅济耶尔向警方自首。 目前， 警方
正在全力追捕库阿希兄弟。 最新消息说， 目
击者8日上午在法国北部埃纳省维莱科特雷一
处加油站附近看到库阿希兄弟， 两人据信均
持有武器。

法国政府获悉线索后立即出动精锐反恐
特警部队黑豹突击队和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
前往维莱科特雷实施抓捕。

多地再现枪击事件
一名女警死亡

8日8时19分左右， 巴黎南郊蒙鲁日发生
一起枪击案。 袭击者手持自动步枪， 穿着防
弹背心， 开枪打死一名女警察、 打伤一名道
路养护人员， 随后驾车逃逸。

自7日晚到8日凌晨， 法国多地发生伊斯兰
宗教场所或其附近地区遭袭事件。 在南部拉努
韦勒港地区， 一所穆斯林礼拜堂遭到枪击； 在
巴黎以西勒芒市， 有人向一所清真寺投掷手榴
弹； 在东部罗讷省索恩河畔自由城， 一家坐落
于清真寺附近的餐馆发生爆炸……上述事件均
未导致人员伤亡。

法国举行全国哀悼活动
邻国提升安全防范等级

8日当天， 法国举行全国哀悼活动， 并自
当日起降半旗3天， 以悼念 《沙尔利周刊》 杂
志社恐怖袭击事件遇害者。 作为法国主要邻
国， 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安全威胁等级从2级提
升至3级。 （据新华社巴黎1月8日电）

袭击枪声再起 法国绷紧神经

1月8日，在巴黎，悼念者在《沙尔利周刊》杂志社前摆放上鲜花和部分遇难漫画家的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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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日下午5时，2015亚洲杯揭幕战
即将打响， 由东道主澳大利亚迎战西亚球队科
威特。小蔡预测，此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袋
鼠军团将志在必得。

时间回拨到半年前的巴西世界杯， 澳大利
亚队尽管3战全败黯然出局，但与西班牙、荷兰、
智力队同组，也是他们的运气太差。回顾袋鼠军
团在巴西的表现，其实也并非一无是处，而当家
球星卡希尔在荷兰禁区内凌空抽射破网一幕，
实在令人记忆犹新。 回到亚洲杯赛场，35岁的
卡希尔必将给科威特后防线制造不小的压力。

速度快、爆发力强、拼抢凶狠，澳大利亚队
最擅长的便是长传冲吊。 在对阵其他亚洲球队
时，身材高大魁梧的“袋鼠军团”无论在进攻还
是防守中， 对高空球的控制也都占有优势。不
过，澳大利亚队近期却陷入困境———0比0平阿
联酋，0比1和1比2分别不敌卡塔尔和日本队，
这样的热身赛成绩让澳大利亚队上下对揭幕战
更加求胜心切。

科威特队曾经也是亚洲足坛的一支强队，
1980年夺得过亚洲杯冠军，但近年来实在缺乏
拿得出手的成绩，目前在FIFA的世界排名仅位
列124位。 上届亚洲杯科威特小组赛3战全败，
进1球丢7球， 近期的3场赛事也是未尝一胜共
失8球，其孱弱的后防线令人担忧。本场做客面
对善打攻势足球的袋鼠军团， 科威特明显处于
下风，尽量少丢球或摆“铁桶阵”力争一场平局，
或许对于他们更为实际。

北京时间 对阵 预测结果
9日17时 澳大利亚VS科威特 东道主开门红

揭幕战，
“袋鼠军”志在必得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1976年 季军（首次参加）
（半决赛 中国0比2伊朗，季军赛 中国1比0伊拉克）
1980年 第一轮
（小组赛 中国2比2伊朗，中国1比2朝鲜，中国0比1叙利亚）
1984年 亚军
（决赛 中国0比2沙特阿拉伯）
1988年 殿军
（半决赛 中国1比2韩国，季军赛 中国0比3伊朗）
1992年 季军
（半决赛 中国2比3日本，季军赛 中国4比3阿联酋）
1996年 八强（1/4决赛 中国3比4沙特阿拉伯）
2000年 殿军
（半决赛 中国2比3日本，季军赛 中国0比1韩国）
2004年 亚军
（决赛 中国1比3日本）
2007年 第一轮
（小组赛 中国5比1马来西亚 中国2比2伊朗 中国0比3乌兹
别克斯坦）
2011年 第一轮
（小组赛 中国2比0科威特 中国0比2卡塔尔 中国2比2乌兹
别克斯坦）

■链接：

亚洲杯，国足也牛过

主选项：
10日16:00 B组：沙特VS中国

（近年国足和沙特堪称冤家，各类
比赛频频交手，只是国足胜少负多。作
为国足本次亚洲杯的首场比赛， 本场
比赛的胜负结果将产生连锁反应 。国
足首秀，不得不看。）

推荐指数：★★★★★

14日16:00 B组：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

（虽然是国足的第二场比赛，但这
场比赛却是最关键的。 无论国足首场是
输是赢， 本场比赛的胜负都关乎出线大
计。从竞技角度而言，这是一场势均力敌
的比赛，鹿死谁手全看临场发挥。）

推荐指数：★★★★★

18日17:00 B组：中国VS朝鲜
（国足对上神秘之师朝鲜，又事关

国足出线与否， 场内场外的综合因素
决定这场比赛是必看项。）

推荐指数：★★★★★

备选项：
9日17:00 A组：澳大利亚VS科威特

（作为揭幕战，东道主澳大利亚队
自然是全力争胜。 面对实力本就高出
一筹的东道主， 科威特队想赢球很困
难。本场比赛，看澳大利亚在家门耍威
风。）

推荐指数：★★★★

12日15:00 D组：日本VS巴勒斯坦
（当志在卫冕的日本队遇上搭上

末班车的巴勒斯坦， 这场比赛基本可
以定义为热身赛。2014年12月22日，国
足曾与巴勒斯坦0比0战平， 这场比赛
能折射出国足与日本队的实力对比。）

推荐指数：★★★

13日15:00 A组：科威特VS韩国
（韩国近几年势头不甚强劲，但实

力依然强大，面对科威特队，韩国队或
胜或平，输球可能性不大。）

推荐指数：★★★

15日17:00 C组：卡塔尔VS伊朗
（西亚两强对决，面对卡塔尔这块

硬骨头，伊朗要小心阴沟翻船。）
推荐指数：★★★

16日16:00 D组：伊拉克VS日本
（当2007届冠军遇上2011届冠军，胜

利的天平明显偏向日本队。伊拉克队近年
实力不升反降，日本足球底蕴逐步加深。）

推荐指数：★★★★

17日16:00 A组：澳大利亚VS韩国
（小组赛中堪称决赛的一场较量，

澳大利亚想夺冠吗？ 先在小组赛中拿
韩国队试试手。）

推荐指数：★★★★

20日17:00 D组：日本VS约旦
（日本队出线基本无忧，约旦想出

线就得看其他球队脸色，20日，看约旦
如何拼日本队。）

推荐指数：★★★

这些比赛值得一看
今日17时，亚洲杯在澳大利亚点燃战火

（王亮 编辑整理）

1月8日， 中国队在布里斯班昆士兰
体育竞技中心训练， 备战10日与沙特队
的首场小组赛。 图为蒿俊闵在训练中笑
逐颜开。 新华社发

武术， 从陌生到刻骨铭心， 可以说
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难忘的时间。 至
今为止， 它对于我而言， 依旧蕴含着非
常特别的意义。

一个小小的体育馆， 承载了无数动
人的片段， 记录了我们留下的汗水， 刀
剑霍霍的回音， 还有更多的欢声笑语
……

回想起高中练习武术的那段日子，

依旧那么熟悉。 高二进入学校武术队，
从此放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训练。
起初的基本功训练甚是乏味。 但在学习
压力下， 练习武术慢慢成为我们释放压
力的一种方式。 每天练习的难度逐渐增
加， 激起了我的斗志和好奇。 也许， 天
生的那股倔强性子融入武术之中， 便成
了这段独特经历的开始。

在高考前的半年， 我有幸去长沙参
加集训， 这是我“武术生涯” 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 当时训练十分严格， 为了加
强体力， 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开始5000米
长跑， 然后是各种项目的特训。 “剑光

挥夜电， 马汗昼夜泥” 的日子， 竟成了
我的习惯。 这样的艰辛， 是之前的训练
完全不能比拟的。 有好多次我都想过放
弃， 有时甚至累到没办法站起来， 疼到
喊不出声来。 我选择坚持再坚持的时候，
那种感觉可以说是非常痛苦， 但是之后
回想起来又让自己充满成就感。 在大强
度的训练下， 我的武术水平有了很大进
步。 更重要的是， 让我真正体会到成功
是如此不易， 更让我知道充满毅力地去
做事， 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 这也为我
的生活描上一笔与众不同的色彩。

武术， 它带给了我无数美好的记忆，

让我将刻苦专心真正融入了骨子里， 它
是我至今引以为豪的人生经历。 我想，
武术的精髓不仅仅是追求高超的技艺，
更是让人体会它所赋予的精神， 这正是
武术的魅力。 当我走出国门时， 将中国
武术文化传播他乡便成为了我热衷的梦
想。

人生就应该有这样一笔色彩， 不屈
不挠的坚守， 顽强而又执着。

【作者简介】 李恬旎， 目前在英国
伦敦大学皇家豪勒威学院攻读金融与商
务经济学理学学士学位。 高中就读于冷
水江一中， 获得武术国家二级运动员称
号， 大学期间加入校武术协会。 （投稿
请发电子邮箱： wushujijin@126.com
或hnrbtiyubu@163.com）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
局举重中心了解到， 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预赛
将于今年3月底在长沙展开，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举重项目。

为了与国际青年奥运会接轨， 第八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更名为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由福州在2015年10月承
办。 首届福州全国青运会设25个大项、 28个分项， 301个
小项比赛， 从今年3月起开始进行各项目预赛。 省体育局
举重中心副主任周均甫介绍： 3月底， 长沙将先承办全国
青运会举重项目女子预赛， 男子预赛将在4月上旬进行。

城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旨在发现培养优秀体育后备
人才。 从1988年山东举办首届城运会开始， 中国已经成功
举办了七届城运会， 长沙曾于2003年承办过第五届城运
会。

长沙将举行全国青运会举重预赛

一抹与众不同的色彩

李恬旎

两次亚军，两次季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武术基金
湖南日报 主办

与 同行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