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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一中学子
闪耀世界中运会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吴展
宏 记者 王亮）5月8日进行的2018年世
界中学生运动会中， 来自湘潭市一中的
高二学生谭冉林顽强拼搏， 获得异程接
力赛银牌，还以14米83的成绩获得三级
跳远铜牌。

谭冉林是湘潭市一中田径队队员，
师从我省著名田径教练彭江彪，2016年
7月入选中国代表团参加亚洲田径运动
会，同年获得201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男子乙组跳远铜牌和男子乙组三级跳
远第四名。2017年获省青少年田锦赛男
子乙组三级跳远第一名、 省第二届学生
运动会三级跳远冠军。

因成绩优异， 谭冉林今年又代表中
国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彭江彪同时
担任中国队田径教练。

2018年第17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
摩洛哥举行，共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
35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中国代表团
派出近150名运动员、教练员的阵容。

� � � � 在 四
川 省 自 贡
市 自 流 井
区 仲 权 镇
竹元村，修

林密竹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
四合院：小青瓦、桩板墙，透过历史的
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
生在这里。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1905年
6月9日出生。 少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
响，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2月，卢德铭持
李筱亭（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秘书）的信
函拜见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推荐，被
黄埔军校破格录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 卢德铭参加讨伐军阀
陈炯明的东征战役， 任学生军侦察队
长。同年6月毕业留校，在政治部组织科

当科员。1925年11月， 调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连长。
1926年5月，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锋，从
广东省肇庆出发， 挺进湖南。6月初，卢
德铭率部坚守安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
不仅打垮了进攻之敌， 还主动发起反
击，全歼残敌，受到叶挺的称赞。在平
江、汀驷桥、贺胜桥等战斗中，卢德铭指
挥果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晋升为第
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
第73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6月，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
面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 卢德
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2
日， 他率部开赴江西， 未赶上南昌起
义， 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 浏阳
农军会合。

9月， 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
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

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中
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
委员。起义受挫后，在9
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
议上， 毛泽东主张放弃
攻打长沙， 把起义军转
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

村山区。 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
张， 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
险。这一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到
了重要作用。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
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决定
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5日拂晓， 起义军从芦溪出
发南进。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3
团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危急时刻，卢德
铭挺身而出， 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
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用猛烈
的火力还击敌人， 同时指挥被打散的
第3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拢。在这
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身中数弹，壮烈
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铭深为赏识的
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
地大呼：“还我卢德铭！”

卢德铭已经牺牲90余年，历史和
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军队
建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英烈。

（据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 � � � 卢德铭像（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王亮）
5月8日， 湖南首支冰球队———湖南欧
悦冰球队在步步高梅溪湖新天地店欧
悦真冰场成立， 为我省冰雪运动发展
写下新的一页。 球队将于5月14日前
往北京参加2018年全国冰球锦标赛。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表示：“我省
成立首支冰球队， 将是我省体育发展
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也是我省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三亿人上冰
雪’ 的号召和国家体育总局‘北冰南

展’的战略发展要求。从提出构想到队
伍成立，用时不到一个月，体现了省体
育局对冰雪项目的重视， 以及发展冰
雪项目的决心。”据介绍，省体育局将
大力发展青少年冰雪培训， 以期未来
涌现更多的冰球队以及滑雪队、 花滑
队……

湖南欧悦冰球队主教练刘爽介
绍，目前队伍共计19人，湖南本土队员
3名，外籍队员1名。球队成立后，将于5
月9日至13日在江苏徐州集训，5月14

日抵达北京参加2018年全国冰球锦
标赛的首场比赛。

今天上午，湖南欧悦冰球队还前
往橘子洲头毛泽东同志青年艺术雕
塑广场进行宣誓仪式。宣誓仪式上，
3名湖南本土队员十分感慨，23岁的
长沙小伙黄伦节告诉记者：“尽管我
不是专业出身， 和职业运动员相比
还有差距， 但我一定发扬湖南人吃
得苦霸得蛮的精神， 拼尽全力为湖
南争光。”

鲁哈尼称伊朗将继续遵守伊核协议

特朗普将宣布对伊核决定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7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7日在伊朗

宗教圣城马什哈德表示，即便美国退出，伊朗也将继续遵守
伊核协议。

就在鲁哈尼做出这一表态几小时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将于美国当地时间8日宣布对伊
核协议的决定。

今年1月，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
裁豁免期，将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并扬言
如果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

。!"#$。

! ! ! !!"#$%&'()*+,'-./012345(
678,9:;<=>?@AB

!"#$C*DEFGHIJ%&KL%M'NOP'
(6*QRS'TUN " VKW'XY #$%&'($%) "Z
[U\]^1_`abcdef,g(67h$ijkl
^1_ m̀!no;pqrsNtuvwxyz{ab|A}
cdB ~()�������1]��5�4��� & �
�� *% V��������� % ���Q ) �� C*��
���� i�¡i� 8¢£(6¤¥���� &) V�
¦§¨©ªZ ) V�¢e|«¬®¯°±²L³´µ¶�
·¸^1]��5Y�4�¹�¢ek^1_`abA}
Y��º»«�¼½%&'tu¾u�y�¿ÀÁÂ�(6I
ÃÄ¢elÅÆÇ��� ¢elÅÈÉ^1�� %% V®
ÊË^1�� ( V®ÌÍ^1�� ( V®ÎÏ^1�� (
V®`ÐÑÒ^1�� % V®ÓÔ^1�� % Vº

"%&'#

!"#$%&'()*+

!"# $%&'()*+,*-./012345
6789:;<= !"#$ >2?@ABC1DEFG H+
I !%&' >2BJKLM3NOPQR:ISTUVUW
UXY')ZP[\#]^2?@ABC_`abcG

+2defghijklm2nopqrsqtu
v:SwTxyz{Y:|}T~y��Y�qrs�}9�
���<:�&�dT&! yr�Y0w1��q�yZ�
�rs���U�01w��q���������JK
���q�T&((YJK���P�%' )¡bc¢£¢
¤�q¥¦��A§*-¨© ¡ª*-�Sw«¬q
®¯«¬q�G

°±��%&'()*+KP&²³´�µ���¶
·,¸¹º»¼½¾9¿À2?@ABC3¾ÁÂ¯¾
EÃ¯¾ÄÅ�ÆLM=1ÇÈ3^c�l+ÉN=?U
ÊË3¾ÌÍG !!"#" !$%&'!

!"#$%&'()*+
!"#$%&'(

! ! ! !!"#$ "# %&' $ !" %&&( )*+,-./01
234567 "#89 ': (;(<=>?@ABC(DEFG
HIJKLM6NOPQR+ )* STUV34WXYZ[\
]8^_`abZ[cdefghijklm

M6NOn=opqrstuZvwZ#*xySTQz{
|Z }M6NS~��L�NSGHQz�^�#*xyL�
�e���Z �� "#�����)*���"##*�����
�VmM6NO+���������������� Q¡3
48¢£¤LOT¥�Z+¦§-¨©ª«¬®¯°m

±~!�E²³H´Pqrsµ¶·¸m M6NO¹º»
fj�¼½¾¿8ÀÁÂÃP ÄÅÆÇÈÉ#*xÊSTË
bÌxÍÎ�LÏPÐÑÌÒÓÔÕÖxÍ×³Øm

ÙÚÛÜP #*xyÝ*+ÞßàSTÅáâ©Ëbã
äPM6NSÆåæ+#*çè¥�LéêªP<b,ëáP
ìíîï�ÅáÏ]¾¿ÞßàLðñm ò@ " óôcõ¦
"##*çè����ö÷øù@úû�üýP þÿ "# %�
!"#�ôc$%&öP'()&* "# +,îïP-. +,,,
/}ª "#aH01�2�3401m !!"" ##$%&#

!"# !"##$%&' $%

!"# $%&'()*+,-./012*345
67859:;<.=>?@ABCDEFGHIFJ#K
LMN+,OPQRASTUVW XYZ[&\%]^
_`abW c/01defg,hij&k^_5lJ !
Umn "#$%& oipqrs9ES*345t5lJ &#
Uiumn %!'( oivw9xkyz{|AS )** oW

&*'! }i ~%&\%]^_`��j����y
�>�`-.t5CDEF�����|�ci�}��
`-.��t5n� '*** ��oW ����yHIF
Ji���6�+ab��i���T}�j�&��
�� I_5D¡I_5EF#¢£��t5-.¤_
¥¦W §¨}©ª«¬®i¯°&�I_5D&±�
I_5EF�²�³´µ¶i ·�}¸_`¹²³´i
º»¼½W¾®¿Àj&±�I_5¤F-.P¿pq
rsiÁÂ7ÃÄÅÆiÇÈ�I_5ÉÊËFJi�Ì
¿ÀÍ®D�I_5EFW �&k^_5G�__5Î
ÏÐVÑÒÓÔÕÖ×iÇÈ_5_4jØ ÙÚVÛ
-.EF"FJqÜiÝ®Þßàái¬â-.~�Â
ãlJW �`äyåã@i���æçÎèé&±�I
_5D¡EFqÜiÅ»çEF�êëNiÍ®ìí_
5iÄ�ç�îvi�ç�ïðW S % çñi�&k^_
5G�__5òDó%*345EF-. (** �k�i
�-.ôï¤_n� '** õ�oi ö�6�+¹²X
÷�SVyøW

!! " #$%" #&'()#

!"#$%&'( )*+,-./0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52 3 7 7 8 0 6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3091852.8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21 5 1 4
排列 5 1812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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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王亮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时事·体育 11

� � � �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
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对
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 为新时
代背景下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
清晰指引， 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注入了巨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指导思想。 当前，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
大前所未有。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
得未来， 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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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
法。”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简
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
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有把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
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新形势下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
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坚持和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
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
社会发展的自然性、 历史性及其相关规
律， 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
律， 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
理，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

众观、 阶级观、 发展观、 矛盾观，真正把
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
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只要我们坚持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
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
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 、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 就一定能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续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载5月9日
《人民日报》）

� � � � 据新华社雅加达5月7日电 （记者
侯丽军 许可） 当地时间5月7日下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出
席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
庆祝活动启动仪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
性已超越双边范畴， 日益成为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 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支撑和
引擎。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15周年。15年来，我们讲信修睦、
安危与共，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功
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维护了地区和平、发
展与繁荣。 中国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
交优先方向， 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
作，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
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支持东盟在构建
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指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东盟第二个50年的起步之
年。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提出共创未来新主张和
扩大开放新举措。 中国的发展将为包括
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更大机
遇。 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建设更为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 共塑中国-东盟合作新未
来，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

李克强强调， 中国愿同东盟做共建
和平的伙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打造以东盟为中心、开放
包容的亚太安全架构。稳步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 磋商， 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东盟方代表表示， 感谢李克强总理
到访东盟秘书处并出席启动仪式， 这体
现中国对东盟的坚定支持。 东盟愿同中

国继续加强经贸合作，愿在创新、数字经
济领域探讨新的合作，加强互学互鉴，实
现共同繁荣与互利共赢， 充实战略伙伴
关系内涵。

随后，李克强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
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常驻代表陈汉成
共同启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周年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雅加达5月7日电 （记者
李志晖 许可）当地时间5月7日晚，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雅加达与印尼副总统卡
拉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工商峰会并发表
主旨演讲。

李克强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
印尼的关系。2013年， 习近平主席成功
访问印尼，为两国关系发展规划了方向。
在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 中国同印
尼的关系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经贸是

两国合作中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领域。
李克强指出， 我此访的目的是进一

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势头， 推动双
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表示，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创新和完
善宏观调控，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经济
运行实现稳中向好。 发展新动能茁壮成
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我们
有信心、 有能力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
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卡拉表示， 欢迎中国继续扩大对印
尼投资， 扩大双向产品出口， 共同推进
“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深化在旅游、
数字经济、制造业、能源、环境、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合作。两国政府将制定政策，为
促进双方投资和营商创造更好的环境。

李克强出席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庆祝活动启动仪式、中国-印尼工商峰会

人民日报评论员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四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省跆拳道大奖赛
再战两个分区赛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陈放
记者 王亮 ）5月5日至6日，2018“战湘
江” 中国人寿财险杯湖南省跆拳道大奖
赛常德以及湘西·张家界分区赛分别举
行，两个分区赛共有千余名选手参加。

常德分区赛共有27支代表队、621人
参加，湘西·张家界分区赛有14支代表队、
491名运动员参加， 两个分区均设品势和
竞技两个项目。为期两天的比赛中，选手
们展示了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面貌，得到
了锻炼，也进一步推广了跆拳道运动。

2018年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共13
站，总决赛将于10月举行。

5月14日出征全国冰球锦标赛

湖南首支冰球队成立

中方愿与东盟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 � � � 据新华社东京5月8日电（记者 冮冶 谭晶晶）当地时间
5月8日晚，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
专机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 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表示，当前形势下，中日韩作为世界三个主要经
济体和本地区重要国家， 对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有
重要责任。 期待在时隔两年半后恢复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
第七次会议上，三国增进互信，共谋合作，为地区发展繁荣
与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来之不易，值得
倍加珍惜。今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两国
关系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 希望通过此访与日方一道
重温条约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动中日关系重
返正常轨道，行稳致远。

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将同韩、日两国领
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出席中日韩工商峰会并发表演讲，会见
韩国总统文在寅。

访日期间，李克强将会见日本天皇明仁、同安倍晋三首
相举行会谈， 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
动，并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李克强还将赴北海道参观访
问，与安倍晋三首相共同出席中日省长知事论坛等活动。

李克强抵达东京出席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访日

� � � � 据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案
一审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孙政才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孙政才受贿所
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孙政才在宣判后当庭表示，自己真
诚地认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将认真接受改造。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7年， 被告人孙政才在担任中
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中标、项目审批、
企业经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 单独或者伙同特
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孙政才的上述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孙政才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本应以身作
则，模范遵守法律，却漠视法律，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严
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
务行为的廉洁性， 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 应依法惩
处。鉴于孙政才所犯受贿罪中，绝大部分受贿财物系特定关
系人直接收受， 孙政才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