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亮

关于奥斯卡的“罚单”开出来了。此
单一出，一时八方点赞，可见此次处罚
来得及时。

此前，对于奥斯卡将皮球暴力踢向
对方球员的行为，曾有人定义为“奥斯
卡在挑衅中超”。中国足协重罚奥斯卡，
肯定不是因为他作为外籍球员，在中超

拿着高薪，却瞧不起中超和中国球员的
行径。根本还是，奥斯卡的行为在挑衅
足球本身。

今年3月份的一场中超比赛， 上海
申花队秦升踩踏天津权健队外援维特
塞尔，孙世林向帕托伸出大拇指，事后
秦升和孙世林都因球场暴力和涉嫌违
背竞技精神，同样受到重罚。

足球是一场游戏， 游戏需要规则；

足球是一种文化， 有其特有的内涵。球
迷观看足球，不仅是聚焦球星的表现或
者球队的胜负，更是欣赏足球瞬息万变
的魅力、球员高尚的体育精神。中国足
协重罚奥斯卡、秦升等球员，是为了加
强监管、规范联赛，也更是为了捍卫足
球的文化和内涵，保护足球的形象。

所以，对于违反规则和体育道德的
行为， 无论当事球员来自哪个俱乐部，
名气有多大， 中国足协都应一视同仁，
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多重也就得多重。

该出手时就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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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2日
通报，“新浪微博”“ACFUN”“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
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
的社会评论性节目，被关停视听节目服务。

通报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近日发函责成属地管
理部门，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关停上述网站上的视听节目服务，进行全面整改，
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新浪微博、凤凰网等被叫停视听节目服务
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王亮）
针对6月18日广州富力与上海上港比赛
中的冲突事件，中国足协今天连续开出
多张“罚单”，其中焦点人物———上海上
港队外援奥斯卡被禁赛8场，并罚款4万
元人民币。

其他参与此次冲突的广州富力球员
陈志钊、李提香，以及上海上港球员傅欢
分别被禁赛7场、5场和6场， 并分别被处
以3.5万元、2.5万元和3万元人民币罚款。

6月18日中超第13轮上海上港和广
州富力队的比赛中，上海上港队奥斯卡

先后两次将足球大力踢向广州富力队
球员李提香和卢琳，广州富力队球员陈
志钊认为奥斯卡在故意“挑衅”，冲上来
将奥斯卡推倒， 随后引发集体冲突，双
方多名球员发生了肢体接触。本次冲突
赛后产生广泛争议。

国际五人制足球赛
长沙开踢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蔡矜宜）
记者今天从2017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
球国际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赛事
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长沙理工大学金
盆岭校区举行，中国队将与英格兰、马来
西亚和捷克队三支劲旅过招。

这是长沙连续第二年举办中国足协
室内五人制足球国际锦标赛，本次受邀参
赛的捷克、英格兰、马来西亚五人制国家
队分别排名世界第20位、62位、69位，对
于排名世界第49位的中国队来说是很好
的练兵机会。

中国队主教练单治平介绍， 中国队只
有一两名老将， 其他全是年轻球员，“本次
比赛也是9月份亚洲室内暨武道运动会和
11月的2018年亚锦赛预选赛前的一次重
要的练兵机会，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奥斯卡被禁赛8场罚款4万元中国足协开出重磅“罚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66 6 4 4
排列 5 17166 6 4 4 9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唱响国歌最强音
———聚焦国歌的正确奏唱方式

� � � � 校园里， 孩子们三三两两经过操场
走向教室，国歌突然响起，所有孩子们都
自发停下脚步肃立……日前， 这样一段
视频红遍网络，无数网友为之动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国歌
法草案的说明时表示，多年来，国歌所承载的
爱国情怀、 忧患意识和奋勇前行的民族精神
深入人心。 但实际生活中也存在奏唱国歌不
规范、参与者举止不得体等问题。

国歌法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
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行升国旗仪
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面向国旗，
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
人民警察等人员行举手礼， 其他人员行
注目礼。沈春耀表示，这样的规定可以增
强奏唱国歌的仪式感， 体现对国家象征
的尊重和维护。

80多年前，《义勇军进行曲》 在抗日烽
火中诞生， 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电影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
曲， 不仅是一个民族不屈服外侮的怒吼，更
激发出每个中国人为梦想奋斗的壮志豪情。

为了体现国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国
歌法草案规定：奏唱国歌，应当按照法律
规定的歌词和曲谱， 不得修改国歌歌词，
不得采取损害国歌尊严、影响国家形象的
奏唱形式。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
词或者故意以歪曲、 贬损方式奏唱国歌，
损害国歌庄严形象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
五日以下拘留。

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金雪萍表
示， 国歌法草案规定不得修改国歌歌词，具
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草案中
对于如何正确应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社会
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 � �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
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铿锵有力的词句、雄壮激昂的旋律，
国歌早已在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广为传
唱。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近年来
国歌不时被随意用于各式各样的场合，
甚至出现将国歌商业化利用和炒作的现
象。

“有的商业营销、婚丧庆悼活动中随意
播放国歌， 有的人用国歌做低俗游戏的背
景音乐……” 今年5月底召开的全国政协
“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
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于海述说当前社会上
出现的奏唱国歌不严肃、不规范的问题。对

此， 国歌法草案明确了不得奏唱和播放国
歌的场合。草案规定，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
等不适宜的场合奏唱、播放国歌。国歌不得
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广告、公共场所使
用的背景音乐等。

草案同时明确规定了七类场合应当
奏唱国歌，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 闭幕会
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和地方委员会开幕会议、闭幕会议；宪法
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各级机关组织的
重大庆典活动、重要表彰仪式、重大纪念
仪式、国家公祭等；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
育赛事；其他需要奏唱国歌的场合。金雪
萍说， 国歌法草案对奏唱国歌的场合作
出规定， 就是要对国歌相关行为“立规
矩”，减少随意使用国歌的行为，以法律的
形式捍卫国歌的神圣与尊严。

� � � �“当下，有的中小学生不知道
国歌的词曲作者， 不能准确写出
国歌歌词，不能整齐、洪亮、严肃
地唱响国歌， 这些现象折射出国
歌教育的缺失。”于海说。

国歌法草案规定， 国歌列入
全日制小学一年级音乐课教材。
全日制中学、 小学应当将国歌歌
词和曲谱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

于海表示， 要引导广大青少年
认识国歌的音乐美、 文化美、 思想
美， 感受国歌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和
伟大精神，树立高唱国歌的自信。

“将国歌纳入正规教育而非简
单口口传唱，更具仪式感和庄重感。
通过音乐教育，能让儿童更好地理
解国歌的内涵与意义，培育爱国情
操。”金雪萍说。

沈春耀说，1982年， 五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时发布了国歌
的曲谱（旋律谱）。但长期以来，我
国未发布标明配器、奏唱速度和力
度的国歌标准曲谱，未发布用于播
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

对此， 草案对国歌标准曲谱作
出规定：“国务院确定的主管部门组
织审定用于演奏的国歌标准曲谱，
录制用于播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
本。 国歌标准曲谱和国歌官方录音
版本，应当在中国政府网上发布。”

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郭超说， 国歌是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象征。国歌立法，突出了弘扬民族
精神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广大
青少年学生的教育意义重大， 有助
于引导青少年了解国家民族历史，
更好地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 � � �22日，国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我国国歌立法
进入关键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
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制定一部专门的国歌
法，将有效增强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激励全体人民共同唱响国
歌最强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国歌响起，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姿势”1

明确奏唱场合，捍卫国歌的神圣与尊严2
国歌立法，保护的不仅是一首歌3

新华社发

场外任意球

关注人大立法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22日开始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草案）》。草案确立了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了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
任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要求， 并对公共图书馆运行管理制
度、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和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等作了规定。

为明确公共图书馆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草案明确，政府
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 应当提供特
殊群体服务、流动服务、自助服务、数字化服务等。公共图书馆
应当免费开展文献信息查询、借阅，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放。

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
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
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
展为期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如今，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有望在全国全面展开。

22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开始审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
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修正案草案总结试点经验，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
案件范围确定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案件范围确定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修正案草案对诉前程序也作出规定， 明确检察机关在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行职责。民事公益诉讼中，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益诉讼有望全面展开
最高立法机关拟修法
全面授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 （草案）》 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是我
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 对进一步规范我国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草案根据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 分设专章规定了农用地
和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对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用地， 草案规定， 国家建立
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 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 安全利
用类和严格管控类。 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草案规定， 列入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国土资源、 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不得
批准其作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