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9日电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首发式
暨中吉治国理政研讨会6月8日在比什凯
克总统官邸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吉尔吉
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热恩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
巴耶娃，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中国
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出席活动并
致辞。

热恩别科夫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
是当代和未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他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包含了对
中国过去迅猛发展的总结，对中国未来发
展方向和道路的思考，还就世界共同面临
的经济、安全、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中国
的理念和主张。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

更加深刻地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和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了解中国的发展逻
辑、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他表示，吉尔吉
斯斯坦正在推进政治、经济、法治改革和
管理制度现代化，这部著作能够成为吉政
治家、 官员以及所有读者的宝贵财富，每
个会思考的人都能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有
自己的收获。

奥通巴耶娃在致辞中说，《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一书寓意深刻、富有灵魂，雄辩
地呈现了领导者的权威、 领导者的高度。
阅读这部著作，是了解当代中国的最佳途
径，读过此书的人就会明白中国的发展不
是威胁，而是整个世界的机遇。习近平主
席积极运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富含哲理
的典故和谚语，使得文章生动有趣、易于
阅读，读者翻开第一页，就会被它的专业

和趣味所吸引。
王晓晖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是一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发展
理念和内外政策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深
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持续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阐明了中国不断扩
大开放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惠及世界，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的坚
强保障。这部著作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出
版发行，是中吉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的
生动见证。

杜德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出版发行，充
分体现了中吉两国关系的高水平。热恩别
科夫总统莅临首发式并致辞，生动诠释了
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互信和个人友谊。

首发式上，奥通巴耶娃、吉尔吉斯斯
坦议会副议长巴基罗夫、王晓晖、杜德文
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尔
吉斯文版新书揭幕。王晓晖向吉方揭幕嘉
宾赠送新书。

中吉两国各界人士共300人出席首发式
和研讨会。大家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展开深入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一卷吉尔吉斯文版的出版发行，为吉
民众深入了解当代中国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参考，
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实现共
同发展。

在吉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在比
什凯克举行的“设计中国·丝路花雨”展
览、“光明书香”公益捐赠和比什凯克人文
大学“中国馆”揭牌仪式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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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马”荣膺
国际田联铜标赛事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苏原
平）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
继去年蝉联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
后，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6月7日又荣膺
国际田联铜标赛事。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于2015年初创，当
年就获得中国田径协会“铜牌赛事”称号。
凭借办赛的高水平、 组织活动的高标准，

“长马”3年三级跳，2016年获得中国田径
协会“银牌赛事”称号，2017年获得中国田
径协会“金牌赛事” 的称号。2018年，“长
马”蝉联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

4年来，“长马” 不断汲取国内外优秀
赛事经验，打造高水准的竞赛组织，精细
化的后勤保障，人性化的志愿服务，赛事
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获得国际田联的
高度认可。据悉，国际田联路跑标牌赛事
是指该赛事在全球体育的重要性、组织质
量，运动员安全和遵守国际田联规则等方
面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周倜）
希沃·2019�华蒙星第四届幼儿篮球嘉
年华（湖南分区赛）今天在湖南中医药
大学湘杏学院体育馆举行。 来自全省
10个市州、共15支“娃娃军”同场竞技、
享受“小篮球”带来的快乐。

华蒙星幼儿篮球嘉年华由全国体
育运动学校联合会、郑州市体育局、广
州华蒙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广
东省篮球协会官方支持， 迄今已连续
举办四年。

本次湖南分区赛隶属本年度嘉年
华全国总决赛的选拔环节， 共有来自
全省10个市州、15支代表队参与其中。
根据竞赛规程， 嘉年华竞赛设三项技
能（五人绕障碍运球接力、三人传球、
三人投篮）、3对3实战、女老师斗牛、篮
球操共4项比赛。

根据比赛规定，前三个单项选出的
各省冠军队伍将直接进入6月22日在郑
州举行的全国总决赛，篮球操为各省分
区赛表演项目，最终进入全国总决赛的

队伍将由大赛组委会选拔邀请得出。
篮球操表演场上活力四射， 孩子们

带着篮球一起“律动”；技能赛的角逐中，
小球员使出浑身解数，“耍” 篮球的动作
连贯娴熟；三对三竞技场比拼火辣，谁都
不服输；女教师的斗牛则趣味横生，令人
忍俊不禁。偌大的篮球馆内，四个项目的
比拼轮番上演，笑声不断。

经过角逐， 衡阳市育蕾幼儿园夺得
技能赛冠军； 实战赛冠军花落长沙市芙
蓉区教育局东岸锦城幼儿园； 常德伟才
国际幸福湾幼儿园获得女老师斗牛赛桂
冠， 以上三支代表队将代表湖南参加全
国总决赛。 作为邀请表演项目的篮球操
冠军则被衡阳市衡钢幼儿园摘得。

2019李宁李永波杯
3v3羽毛球赛（长沙站）收官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周倜 通讯员 王江）2019道达

尔·李宁李永波杯3v3羽毛球赛（纵横体育·长沙站）今天在翎
云羽毛球馆798店收官。 两天激烈比拼，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1741人次参与其中，以球会友。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参赛
人数再度刷新长沙市羽毛球业余联赛之最。

两天赛程紧锣密鼓，1741人次参与30个项目的竞逐，各
项结果均已悉数出炉。其中最受瞩目的3v3团体赛中，业余组
冠军、团体组冠军分别由天空之城代表队、长沙骑龙驾校四星
俱乐部获得。本次比赛由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办，
湖南得新纵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承办。

小球“跳动”童趣多
2019华蒙星幼儿篮球嘉年华（湖南分区赛）举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66 6 7 7 8 6 1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2477327.2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53 0 6 0
排列 5 19153 0 6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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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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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开赛 中国夺四金

� � � � 6月9日，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香港公开赛在伊利沙伯体育馆落幕，
中国队获得男、女单和男、女双4个项目的冠军。图为男单冠军林高远在比赛中
回球。 新华社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吉尔吉斯文版首发式举行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 � � � � 孔庆三，1926年出生在王舍人庄一个贫穷的人
家，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任27军92步兵炮连
一炮手、班长。随后，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等。194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11月，孔庆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任27
军80师炮兵团92炮连5班长。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次战役，执行朝鲜战场东线的阻击任务。当时，正值美
军发动所谓“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时候，情况非常紧
急。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以后，赶到了东线的天宜水里，
这里距美军占领的新兴里只有二三十里路。92炮连在
此待命，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出击。

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要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
新兴里发起围歼侵朝美军的战斗。 孔庆三班配属给主攻
部队尖刀步兵第8连，执行掩护突击部队前进的任务。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美军一个火力点喷着火舌，8
连突击队受阻，与美军形成对峙状态。这一仗打好打不
好，就看能不能消灭这个火力点。

由于有小岗遮挡，炮无法直射。孔庆三果断地将炮弹杀
伤半径为25米的步炮推到距射击目标只有20米的小岗，并
立即在冰上构筑炮工事。可岭上全是冰土，无法构筑阵地。
孔庆三发现左边有个小土包，他让战士把炮推过来，架在上
面，准备发射。可炮的右支架悬空，无法发射。这时，从沟里
逃跑的美军正向新兴里奔逃，如果让美军在新兴里汇合，后
果十分严重。 孔庆三奋不顾身， 毅然用肩膀顶住炮的右支
架，坚决命令开炮。随着炮弹爆炸的火光，美军火力点被摧
毁了，40余名美军被歼灭，突击队前进的道路打通了，可孔
庆三受步炮后坐力撞击，腹部又中一弹片，壮烈牺牲。

（据新华社济南6月9日电）

孔庆三：
用生命为突击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 � � �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于9日举行， 共有
包括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内的7名候选人参
加竞选。 根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
息，选民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7时（北京时间9
时）开始，20时（北京时间22时）结束。

哈萨克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 � � �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
朗实施新的制裁， 认为美国的极限施压政策
注定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
维在声明中说，美国7日宣布对伊朗波斯湾石
化工业公司实施制裁违反了国际法， 是一种
“经济恐怖主义”行为。这一制裁是美国一贯敌
视伊朗政策的一部分， 证明美国此前呼吁与
伊朗进行所谓对话只是说辞，毫无诚意。美国
的极限施压政策注定会失败。

伊朗外交部：

美国极限施压政策注定会失败

� � �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8日强调， 面对美国实施的制裁
和封锁，古巴与委内瑞拉将保持团结，共同应
对。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说，古巴与委内瑞拉将“团结一致、保持尊严地
面对并克服（美国的）威胁以及不公正的制裁
与封锁”。 （均据新华社电）

古巴强调与委内瑞拉共同应对美国制裁

钟声

于人谈“契约”，于己忙“弃约”，这就
是当前美国一些政客在世人眼中的形
象。 这些人口头上将所谓契约精神奉为
圭臬，孰不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行为
举止同真正的契约精神格格不入， 挖了
一个个“弃约陷阱”的同时，他们也在撕
下自己脸上的假面具。

指责别人缺乏契约精神、 要求别人
尊重契约，这是美方的一贯做法。去年，
美国通过发布多份报告， 指责中国不遵
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并将此作为对中
国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理由。 上个月美
方还声称， 美国和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一
份协议，但中方破坏了协议。然而，事实
终归是事实。关于前者，中方去年6月发
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用无
可辩驳的事实正告： 中国切实履行了加
入世贸组织承诺。关于后者，中方近日发
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
书，全面系统还原真相：中美经贸磋商经
历了几次波折， 每次波折都源于美国的
违背共识、出尔反尔、不讲诚信。

世贸组织规则是在各方共识基础上
形成的契约，各方都应自觉依据相关规定
行事。美方则不然，强行将国内法凌驾于世
贸组织规则之上，单方面挑起与多国的贸
易争端，肆意践踏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世贸
组织成员，美方还公开表示，“不允许”世贸
组织的上诉机构和争议解决机制让美国
也接受约束，甚至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如此
赤裸裸威胁，哪里有半点契约精神？！

事实表明， 美国是国际法和国际规
则最大的破坏者。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签署国家有190多个，美国退出了。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核
可， 美国退出了。 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美国
也都退出了。美方对国际规则和机构“合
则用、不合则弃”的真实面目，国际社会
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
基石，也是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遵
守规则、信守契约使得个人、群体和国家
可以形成广泛合作， 是人类进入文明社
会的主要特征。美方肆意弃约，把国际规
则玩弄于股掌之间， 损耗的是自己的信

用，破坏的是世界的秩序。国际舆论普遍
认为， 美方在同中方的经贸磋商中如此
出尔反尔， 不可能取信于其他正在同其
谈判的贸易伙伴。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念的契约精神，
不过是他们攻击别人的利器、 装点门面
的点缀。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毫无顾忌地
干着背信弃义的勾当， 有时候连遮羞布
都顾不得围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
前就大言不惭地叫喊：“我们撒谎、 我们
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
来教这些。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
荣耀。”在美国一些政客心里，只有唯利
是图的“宝典”，找不到容纳契约精神的
丝毫空间。

“看看美方的出尔反尔、不守契约的
决定，让人不免会想：有这样的朋友，谁
还需要敌人？”一年前，面对美方在国际
社会中的破坏行径，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
斯克曾如此叹道。不管是什么人，不论是
哪个国家，丧失契约精神，迟早有一天会
品味出“德孤者必无邻”的苦涩滋味。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载6月10日
《人民日报》）

于人谈“契约”，于己忙“弃约”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新华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