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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4日 星期五11 时事·体育

� � � � � 据新华社伦敦6月23日电 英国23
日举行全民公投， 就英国应该继续留在
欧盟还是脱离欧盟进行抉择。

公投从当地时间早上7时（北京时间
14时）开始，将于22时（北京时间24日5
时）结束。本次公投共设有4万多个投票
点，主要集中在各地图书馆、教堂、学校
以及社区中心等。 据英国选举委员会的
数据，超过4600万人有参与公投的资格。

计票将在公投结束后启动， 最终投
票结果将于当地时间24日上午公布。“留
欧”或“脱欧”均须获得超过半数投票者
支持。

� � �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
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尊
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等于必须要尊
重和接受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仲裁
案程序。她强调，《公约》的各项规定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尊重《公约》关键在于要
善意、全面和完整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相
关规定，既不可取其所好，弃其所恶，也不
能因国而异，采取双重标准。

外交部：
尊重《公约》不等于尊重
菲所提南海仲裁案

� � �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23日电 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6月23
日选举布小林为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布小林当选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日前，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确定了120种重点出版物选题（图书96种、音像电
子出版物24种）。 其中，45种重点出版物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 在23日召开的发
布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周慧琳说。

周慧琳介绍，这些重点出版物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的原则，思想深刻，史料丰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努力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如今年4月出版的《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一书，发行总量已
达数千万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历
时六年编写完成，是一部权威通史类党史基本著作；中央
文献出版社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研究了中国共
产党如何在延安时期实现了由弱小变强大的历史转折；华
夏出版社的《长征记》是一部全面、系统、丰富、准确介绍中
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型历史读物。

为建党95周年和
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

中宣部等确定45种重点出版物

� � � �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荣
县，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
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
昌起义。20世纪40年代，吴玉章与董必武、林
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
党著名的“延安五老”。建国后吴玉章出任中
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等职，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吴玉章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办教育，坚持
“做好事”。从参加同盟会到解放战争，始终战
斗在革命第一线，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

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60年5月， 年逾8旬的吴玉章写下一

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
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吴
玉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把自己的
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真正做
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在少年求学时代，吴玉章就一心寻求救
国兴邦真理，始终为理想而奋斗。他早年支
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戊戌变
法失败后，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于1903年东
渡日本，求学期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
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赴
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1964年

1月1日吴玉章谈到在探寻救国救民革命道
路时曾说：“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
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直
到10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
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
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更加坚定。1938年
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 蒋介石对他
说：你是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
国民党来吧。 面对劝诱， 吴玉章明确表示：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
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
摇的，绝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吴玉章不仅一辈子革命，还一辈子办教
育。1912年，吴玉章倡导并组织留法俭学会。
1922年， 吴玉章担任四川大学前身成都高
等师范学校校长。抗战时期，吴玉章先后担
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新文字干部学校校
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
章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

“你的事业，就是中国革命和人类解放
的事业，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一定会在全中国
和全世界胜利的。”正如1940年中共中央在
吴玉章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祝词所言，吴玉
章一生都在为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人类的事
业而奋斗，坚持做一辈子好事。

（据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寻求救国安邦真理”
———吴玉章的革命故事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吴天祥：

光辉历程

� � � �日前，记者采访吴天祥，地点如旧———
武汉市武昌区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 那天，
吴天祥和往常一样， 早上6点多钟就赶到了
他退休前工作多年的地方。

年过7旬的吴天祥退休10多年了，但闲
不下来，每天坚持接待信访群众，走街串户，
为人解难排忧。

1990年，吴天祥担任武汉市武昌区信
访办副主任，数年间，他接待上访群众万
余次，处理各类问题近万个。他还数十次
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先后照顾过
26名孤寡老人、6名孤儿，结识了300多个

“穷亲戚”……
“民之难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是

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吴天祥诠释他数十
年如一日的服务与奉献。

上世纪90年代，吴天祥先后被授予“全
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在吴天祥心里，从无“在职”、“退休”之
分，“为人民服务”当为永远的本分。退休后，
吴天祥的助人故事仍在延续。

2012年，他在社区走访时，发现武昌中
华路街西城壕社区一位年过8旬的黄东萍老
人，独自蜷缩在一间破屋里，生活难以自理。
老人无儿无女，曾3次中风，长期靠政府部门

和左邻右舍救济过活。尽管家中有80多岁老
母，吴天祥还是把黄东萍老人背回家，让老
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发动群众帮群众”———这些年，在吴天
祥的鼓励和促成下， 社区洗衣店开起来了，
红领巾小餐桌办起来了，敬老院、家电维修
点建起来了……再就业社区在武昌区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吴天祥的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但他每
月都要拿出数千元，资助一些家庭、生活、工
作或者学习遇到困难的群众。

始终如一的奉献和付出，在退居二线以
后，吴天祥又被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记者日前采访吴天祥，问及何以坚持这

样做，他说：是出于对党的感恩之情。
1944年， 吴天祥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

农村。3岁那年，他患了重病，是路过的解放
军军医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

“父母告诉我要学会感恩，长大后，自己
懂得了感恩的真谛。”吴天祥说。

建党95周年前夕，武汉中北仓储的一
名老党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决定向党
组织上交1000元特殊党费， 并在退休后
加入“吴天祥小组”，像吴天祥那样“做点
有意义的事”。 听到这个消息， 吴天祥感
到欣慰：“让更多的人懂得爱， 懂得感恩，
是我的理想。”

（据新华社武汉6月23日电）

民族脊梁

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国际随笔

� � � �6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尔
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场活动， 就是前
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 凭吊在使
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邵云环、 许杏虎
和朱颖3位烈士。

国事访问期间， 中国国家元首凭吊在
出访国殉职、殉难的中国公民并非首次。比
如,2013年3月25日，正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
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专程来到援坦中
国专家公墓，缅怀为中坦、中非友好事业献
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但这次习主席的凭吊，
仍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历史是现实的镜像。1999年3月，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国家， 置国际法和世界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 对前南斯拉夫发动
长达78天的轰炸。 中国政府坚守自己的价
值判断， 给予了前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以
道义上的支持。5月7日， 我驻南使馆遭到美
国导弹袭击，造成我方三名驻外记者死亡、
几十人受伤，馆舍严重受损。这一野蛮行径，
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
烈抗议和有理有节的回击。

17年，弹指一挥间。以美国为代表的国
际强权政治， 依旧是世界和平严重的威
胁———从轰炸前南斯拉夫到发动阿富汗、
伊拉克战争，从幕后策划中亚地区的“颜色
革命”到直接介入“阿拉伯之春”，美国仍然
是引发全球动荡、动乱的主要因素。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
略，不断施展各种手段，拉拢、利诱、挑唆一些

国家组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并明目张胆介
入南海问题，试图搅乱该地区局势，以达到
遏制中国的企图。 有国际问题专家评价，有
美国强权出没的地方，就得警惕乱象出现。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
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不仅能
造福两国人民，也是保持世界和平、稳定、发
展的“压舱石”。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需要通过经常性沟通，积累战略互信，更
需要两国政府、两国领导人的高超智慧。

缅怀历史，才能昭示未来。如今，在中
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旧址上， 即将竖立
起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 透过这座
建筑，彰显中国珍爱和平的国家意志，也
传递着另一种含义：中国人民不信邪、不
怕鬼，坚决反对强权霸权和新干涉主义。

沈德良

英国全民公投
决定是否脱欧
结果当地时间24日上午公布

� � � 6月23日， 人们抵达英国伦敦一个投票站。 新华社发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印发

2020年体育消费
总规模达1.5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计
划》），就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群众体育、倡导
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部署。

《计划》明确，到2020年，群众体育健身意识普遍增
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加，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
育锻炼的人数达到7亿，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亿。全民健身的教育、经济和社会等功能充分发挥，与
各项社会事业互促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体育消费总规模
达到1.5万亿元，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拉动内
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源。

《计划》提出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弘扬体育文化，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供
给；推进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激发全民健身活力；统筹建设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健身；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
能，形成服务大局、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拓展国际大众体育交
流，引领全民健身开放发展；强化全民健身发展重点，着力做好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重点人群、 项目发展等。《计划》还
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从体制机制创新、加大资金投入、人才队
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针对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射
阳等地强对流天气对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23日20时紧急启动国家Ⅲ级救灾应急
响应，国家减灾委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率领由民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
生委等5部委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连夜赶赴灾区， 指导和
帮助地方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并向江苏省调拨1000顶帐
篷、2000张折叠床、10套场地照明灯等中央救灾储备物
资，帮助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工作。

据江苏省民政厅报告，6月23日15时前后，江苏省盐城
市阜宁、射阳等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遭龙卷风袭击，据初步统计，截至发
稿时，强对流天气造成因灾死亡78人，因灾受伤近500人，
其中重伤近200人，受灾地区房屋倒损数量较多，电力通信
设施被破坏，部分地区电力中断，通信基站无信号。

据新华社南京6月23日电 记者从江苏省消防总队了解
到， 目前已有680名来自江苏各地的消防官兵抵达遭受风雹
灾害的江苏盐城阜宁灾区， 目前已营救出66名被困群众。

江苏阜宁等地突发强对流天气
已致78人死亡，已营救66名被困群众
民政部等紧急启动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 � � � 新华社法兰克福6月23日电 一名枪
手23日闯进德国西部黑森州城镇菲恩海
姆的一座电影院内发动袭击，目前伤亡情
况尚不明确。

据德国当地电视台当天报道， 这名蒙
面男子携带枪支和弹药闯进电影院后，以
障碍物为掩护对影院内的人开枪射击，已
造成至少25人受伤。 但另据德国黑森州内
政部长彼得·博伊特介绍，没有人在影院枪
击事件中受伤，所有被困人员均被解救。

当地警方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并击
毙枪手。枪手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德西部城镇电影院
遭枪手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