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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龙华授首照
丹心，浩气如虹烁
古今，千树桃花凝
碧血，工人万代仰
施英。”在《忆赵世
炎烈士》 一诗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吴玉章高
度评价了赵世炎
同志。“施英”正是
赵世炎的笔名。

1901年， 赵世
炎出生在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1915年，赵
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 期间正值
新文化运动兴起，赵世炎投入新文化运动中，
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5月， 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赵世炎回国工作。他化名“施
英”，到上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号召
社会各界群众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 以对
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攻。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2日， 赵世
炎不幸被捕。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
屈。他慷慨激昂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
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 一定会茁壮成长起
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
英勇就义，把26岁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
革命事业。 （据新华社上海5月7日电）

赵世炎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澳男篮衡阳强强对话
6月10日上演，最低门票180元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省

体育局了解到，2018年“崇盛杯”中澳国际男篮对抗
赛将于6月10日晚在衡阳进行，周琦、丁彦雨航领衔
的中国男篮红队将与澳大利亚NBL联队交手，最低
票价为180元。

6月28日和7月1日， 男篮红队将参加2019年世
界杯第三阶段比赛，对手分别是韩国队和新西兰队，
本次在衡阳进行的中澳对抗赛是男篮红队出征前进
行的3场热身赛之一。

记者从省篮协了解到， 男篮红队大部分队员已
在北京集结， 核心球员周琦目前在随火箭队征战
NBA季后赛，如果6月初火箭队比赛结束，周琦将驰
援国家队。 另一焦点球员丁彦雨航正在美国治疗伤
病，届时回归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球迷最关注的票价方面，本场比赛设有180元、
380元、580元、880元以及1280元5个价位。

2017年8月， 澳大利亚国家男篮首次参加了在
黎巴嫩举行的亚洲杯赛事，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夺冠，
成为中国男篮在亚洲篮坛最大的对手。 参加中澳对
抗赛的这支澳大利亚NBL联队虽不是正牌国家队，
但实力也不容小觑。

穿越大湘西（溆浦站）挑战赛

600余选手完成挑战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周倜）2018

年“走红军走过的路”系列活动之穿越大湘
西（溆浦站）越野挑战赛5月6日在怀化溆浦
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600余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参与其中，挑战自我。

穿越大湘西活动至今已举办5年。 本次
越野挑战赛全程共计53公里， 沿途设有5个
打卡点和6个补给点。最终，来自重庆的李波
以5小时31分56秒完成此次越野挑战， 获得
男子组第一名，女子组第一名则由贵州选手
杨光梅以7小时05分02秒的成绩获得。

谣言来源：
影射伊利高层的“网络小说”

“今晚我要写篇短篇小说，超级重磅，
大家敬请期待。”3月24日，微信公众号“天
禄财经”作者刘成昆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随后几天里，“天禄财经” 公众号发
表了《出乌兰记———盘先生在美丽坚》
《出美丽坚记———盘先生回乌兰配合调
查》《出乌兰记———童话故事》三篇文章。

这些文章暗示性、指向性特征十分
明显，让看完文章的人直接把“小说”所
指与伊利公司董事长潘刚联系在一起。

微信公众号“光祥财经”作者邹光
祥看到刘成昆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后，主
动添加刘成昆的微信，询问有关情况。

3月26日上午，邹光祥打电话向伊利
公司求证，被告知是谣言后，他仍写下了
《公司聚焦：伊利股份董事长潘刚或“失
联”》的文章称：“潘刚已于近期回国，但很
快被有关部门带走并协助调查。”

文章发出后，潘刚被带走调查的消
息继续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大量转发。

3月26日晚， 呼和浩特公安机关接
到伊利公司及其董事长潘刚报案。潘刚
在书面报案材料中写道：“不实文章谣
传我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并‘失联’的
情况纯属捏造，恶意诽谤。”

造谣传谣：
让公众号“火”起来以博取名利

办案人员先后依法对犯罪嫌疑人

刘成昆、邹光祥进行传讯。邹光祥承认
了其捏造了“潘刚被带走接受调查”的
消息，其信息来源正是刘成昆发布在微
信公号“天禄财经”上的“小说”。

早在策划“天禄财经”微信号时，刘
成昆就与同行商量如何通过爆企业、老
板“黑料”赚取“粉丝”和“广告费”。

在商讨涉及“伊利公司董事长外
逃”的“新闻”时，刘成昆对该同行表示：
“只能用小说的形式，信息源不扎实。”

刘成昆到案后也承认，故事情节确
是影射伊利公司和潘刚本人。“我的直
接目的就是想引起公众的注意，做大公
众号，让‘天禄财经’公众号火起来后，
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名人，就有人给我投
资广告了，这是我的赢利点。”

自媒体非“法外之地”：
情节严重将追究刑责

“造成这个局面我觉得很痛心，很后
悔，也很害怕。我向伊利公司员工、奶农、
经销商道歉。”看到其散布的虚假信息已
然造成的严重后果，刘成昆后悔不迭。

依据我国刑法， 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

诽谤罪多为自诉，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罪适用公诉程序
除外。刘成昆和邹光祥的行为是否适用
于公诉程序？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同一诽谤信息
实际被点击、 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
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引发公共秩
序混乱的，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国家利益。

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鉴定意见书显示， 邹光祥在微信公众号

“光祥财经”发布的文章，点击数达574.5
万次；刘成昆在微信公众号“天禄财经”发
布的3篇文章，点击数达10993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等有关
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3月26日伊利股票
市值较前一交易日减少60.78亿元。

“根据相关证据和犯罪嫌疑人供
述，符合诽谤的构成要件”，呼和浩特市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检察官邢浩宇
说，“诽谤信息被大量转发， 混淆视听，
蛊惑群众， 对整个市场造成恶劣影响，
适用公诉程序。”

对于刘成昆在文章中声明内容纯
属虚构是否影响其行为构成诽谤，邢浩
宇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行为人虽然没
有直接提及被诽谤人的姓名，但从诽谤
的内容足以推知被诽谤人明确身份的，
可以认定为诽谤。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依法惩治 新华社发

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
———邹光祥、刘成昆涉嫌诽谤罪案件追踪

� � � � 3月26日，一条“伊利股
份董事长潘刚被带走协助调
查”的消息，在各网站和社交
媒体上大量传播， 让与伊利
公司相关的奶农、 上下游合
作商、 企业员工以及资本市
场投资者感到恐慌。

接到伊利公司和潘刚本
人书面报案后， 呼和浩特公
安机关依法开展侦查， 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 诽谤罪将犯
罪嫌疑人邹光祥、 刘成昆抓
获。 目前检察机关已依法对
二人批准逮捕。

� � � �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茂物5月7日电 当
地时间5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茂
物总统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佐科总
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印尼互
为重要近邻， 是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天然
合作伙伴。两国元首多次成功会晤，推动双
方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达到新高度。 今年
是中国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
年，中方愿同印尼方共同努力，乘势而上，
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李克强指出， 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
势下，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本地区重要国家，
中国与印尼携手并进、共谋发展，不仅对两
国和两国人民， 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李克强就加强双边关系和发展战略对
接提出具体建议：

一是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
打造双边、地区、国际层面全方位合作三个
支柱，更好支撑两国关系发展。

二是深化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加强产能合作，
推进雅万高铁和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两大标志性项目合作， 早日释放经济社会
效益，让两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更
好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印尼棕
榈油、热带水果、咖啡等有竞争力的优质产
品对华出口，加强渔业加工合作，鼓励中国
企业扩大对印尼投资， 希印尼方提供更多
政策支持和便利。

四是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密切人
员往来和互联互通，加强学术、青年交往，
促进文化交流互鉴。

李克强强调，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方愿同印尼方一
道，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提
升同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同印尼等增长
区四国共同打造“4+1” 次区域合作新模
式， 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谈判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佐科表示， 热烈欢迎李克强总理访问
印尼， 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换届后总理的
首次出访， 体现了中国对两国关系的高度
重视。 中国是印尼的战略伙伴， 双方在经
济、贸易、投资、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
化，实现了互利共赢。印尼同中国的合作建
立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之上， 不仅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对世界和平与发
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感谢中方对印尼“区域
综合经济走廊”建设的支持。印尼愿加速推
进雅万高铁项目，确保早日全线开工。中国

市场潜力巨大， 感谢中方扩大自印尼进口
棕榈油、热带水果、咖啡等农业产品。印尼
愿同中方加强在东盟-中国框架下合作以
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

会谈前， 佐科在总统府广场为李克强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当中国代表团的车队
驶近总统府时， 一万五千多名当地中小学
生挥舞两国国旗夹道欢呼致意， 热烈欢迎
中国总理到来。 佐科在下车处迎接李克强
并共同前往检阅台。仪仗队敬礼，军乐队高
奏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中国、印尼国旗
迎风飘扬。 李克强在佐科陪同下检阅了仪
仗队。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植下中国印尼
友谊之树。

会谈后， 李克强与佐科共同见证了双
方有关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时强调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
论力量。”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
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入学、持久
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
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提供了方法和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历史
与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虽历经艰难困苦而不
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精神追
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
代我们学习马克思，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
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
想、 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的思想。坚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
洞地学，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
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们就一定能更
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
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实践的观点、 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观点，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
理论的显著特征。只有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
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才能熟练掌握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只有不断强化问
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全局性战略问
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自觉运用马
克思主义深入分析现实问题， 我们才能为解决问题
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理
论力量， 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
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将谱写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载5月8日《人民日报》）

汲取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 � � �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赵世炎：
信仰之火永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