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
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

和所谓“长臂管辖”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说，中方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
希望美方少做火上浇油的事。

国台办：

民进党严重破坏
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

针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日前公告， 自8月1日起
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1日应询表示，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工作于2011年启动， 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背景
下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的积极举措。多年来，大
陆居民赴台旅游对台湾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了
积极促进作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不
断煽动对大陆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
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

国税局再取消25项
税务证明事项

记者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
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以及废
止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在前期分两
批取消35项税务证明事项的基础上， 再取消25项税
务证明事项，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便
利度，增强减税降费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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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樱

初见肖光盛，他穿着朴素，领着记者
颤颤巍巍地爬上了通往他家的二层楼梯。
很难想象，这双受过伤的腿，如何能支撑
他90岁高龄还奔走在募捐路上。

28年来，通过拼车、挤公交，他的募
捐足迹遍及100多个县市；他自掏腰包捐
款16万余元，累计募集善款845.5万元，精
准帮助1112名贫困学子、困难人士，自己
却省吃俭用，舍不得下一顿馆子……

退休干部的“下半生轨迹”

老旧的房子，简陋的家具，泛黄的帮
扶学生花名册整齐地装订着， 墙壁上还
贴满了肖光盛与受助学生们的合影。

肖老精神矍铄地讲述着每一个不幸
的故事和每一个温暖的爱心善举，“有的
人捐了钱连名字都不留， 我只是为需要
帮助和想奉献爱心的人牵个线而已。”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涟源市税务局的
一名退休干部， 肖光盛原本可以悠闲享
受晚年， 却因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自己下
半生的人生轨迹。

1991年冬， 退休后的肖光盛到一个
偏远的山村看望一位农民朋友。 老人的
儿子不幸触电身亡， 儿媳妇远走他乡下
落不明，年幼的孩子和老人相依为命，生

活拮据交不起学费。肖光盛当即从身上掏
出仅有的500元钱交给老人，“再苦不能
苦了孩子教育。”

“还有这么多困难的人需要帮助，一
个人的力量有限，我要发动爱心人士一起
行动。” 肖光盛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用
10年的时间， 发动10万人献爱心， 募捐
100万元善款，帮扶100名急需帮助的人。

肖光盛联合发动了一些相熟的退休老
干部，一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14岁的孤儿
郭春花，因患白血病无钱医治，老人们共为
郭春花募集善款11.6万余元；涟源市原国税
局临时工吴正贤患上癌症，儿子吴业斌还在
读小学。肖光盛不仅捐出2000元，还联系涟
源市安平镇爱心企业家吴修治，请他资助吴
业斌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为了精准找到更多帮扶对象，他主动
深入到涟源市20个乡镇近100个贫困村，
挨村挨户摸底， 将100多户急需帮助的
病、残、孤等特困户一一造表登记。

然后，走机关、进企业、上街头、访爱
心人士……28年来， 肖光盛一年至少有
300天奔波在募捐路上。

肖光盛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奉
献爱的心。”

肖光盛的“赔本生意”

高考结束后的盛夏，是肖老一年中最繁

忙的时候。 把几个月来辛苦收集的待帮扶对
象资料整理好，穿上那套老旧的税务制服，肖
老便带着贫困学子的期待走上了募捐之路。

“一天要跑长沙的8个爱心单位，先
拼车过去，搭公交，再拼车回来。”在炎热
的夏天，汗流浃背是常有的事。

爱心慈善平台一般都有“运营费用”，而
肖老外出募捐是“赔本生意”，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打印费都靠自掏腰包。他从不在
别人家里吃饭，为了省钱，常常一杯水、几个
馒头就是一顿饭，能走路的尽量不搭车。

在肖光盛老伴刘穆桂看来，肖光盛对
自己抠，对帮扶对象则出手“大方”。多年
来，肖老已经累计捐出16万余元，肖光盛
儿女们也先后资助3名单亲家庭孩子顺
利完成大学学业。

“爱心计划”没有止境

2005年，肖光盛喜圆第一个“爱心十
年计划”：发动了11多万人，募捐了101.2万
元， 帮扶了108名急需救助的人。2009年，
肖光盛又提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爱心
十年计划”：发动了30多万人，募捐了300万
元，帮扶了300名急需救助的人……

那一年，肖光盛已经80岁，面对亲友
们苦心相劝“该休息了”，肖光盛意志坚
定地说：“正是因为我已80岁了， 光阴对
我来说尤为珍贵，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

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1年4月，在从涟源市七星街镇土

珠村调查回来的路上， 肖老不幸摔伤右
腿，导致骨折，不得不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伤筋动骨一百天，但肖老只在医院待了
一个多月就拄着拐杖再次上路了，“等不了
了，土珠村患上尿毒症的代课教师需要我。”

2014年5月，肖光盛的第三个“爱心
十年计划”又提前超额完成。

如今，肖光盛已成为当地一张“慈善
名片”，困难人士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爱心
单位对肖老几乎是“有求必应”。在肖光盛
的感染下，许多干部、教师、职工、企业家
和离退休老同志相继加入了这个温暖的

“爱心团队”，一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爱
心大合唱”。

最让肖光盛开心的是， 帮扶过的
1051名贫困学生中， 有517人上了大学，
其中有380余名孤儿和特困学生；已培养
出101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有23名
是孤儿和单亲儿；还有210名在校的大学
生备考研究生。“看到他们成为国家的人
才，我心里特别高兴！”

如今90岁的肖光盛又有了新目标：
资助200名贫困生完成博士、 硕士学业。

“我虽年老，但心更红、志更坚、劲更足、经
验更丰富，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达目
的不停歇！”肖光盛说。

（新华社长沙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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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光盛的“爱心计划”：

28年圆千名学子上学梦

全省县域经济强县
篮球赛10日揭幕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

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2019“高华地产杯”湖
南省第四届县域经济强县（市、区）篮球赛将
于8月10日至16日在耒阳市全民健身中心体
育馆举行，11支劲旅将展开35场较量。

县域经济强县篮球赛是我省县域之间
水平最高的篮球赛事， 旨在发挥体育在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县域经济
强县之间的交流， 促进县域经济强县全民健
身活动的开展。本届比赛有长沙县、浏阳市、
望城区等11支队伍132名运动员参赛。

耒阳市2018年承办了第十三届省运
会篮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和全国男子篮球
联赛对抗赛，同年还荣获“湖南篮球之乡”
称号。本届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篮球协
会、耒阳市人民政府承办，耒阳市文旅广体
局、耒阳市篮球运动协会执行，湖南翼腾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广。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7月30日，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跳水项目体校乙组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在山西体育中心游泳馆进行，湖南队王
泽慰以总分751.85分问鼎冠军。这个冠
军，是继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后，湖南
跳水运动员再一次在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中夺冠。

王泽慰的这个冠军意义重大，夺冠
过程惊险曲折。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共有11跳，其中
10米台6个动作，3米板5个动作，整个比
赛要持续3个多小时， 对选手的技术能
力和心态都是巨大考验。10米台项目，
王泽慰出现一次明显失误，导致他在10
米台的比拼中一度仅列第6， 落后第一

名40多分。但3米板角逐中，年仅16岁的
王泽慰抛开10米台的“阴霾”， 稳住心
态，充分发挥了水平，其中有一跳一下
子就追回了20多分， 最终以不到3分的
微弱优势逆袭，成功登顶。

时隔一天，湖南跳水队教练张旋仍
心有余悸，“现场的心情真的像是坐过
山车。”他介绍，王泽慰在10米台结束后
压力很大，他一直鼓励王泽慰，不要想
着落后多少， 而是全力把3米板的每一
个动作做好。

衡阳小伙子王泽慰，目前是国家跳
水队二线队员。张旋说：“王泽慰实力出
色，即使参加与国家队一线队员同台竞
技的甲组比赛，也能进入前8。二青会预
赛，王泽慰是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决赛
中，他战胜了自己，问鼎冠军，为队员树

立了榜样。”
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建红

在现场见证了王泽慰的夺冠，并为他颁
奖：“对处于低谷的湖南跳水队来说，这
枚金牌就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

在熊倪连获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
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冠军后，湖南跳
水逐渐走低，最近的一枚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金牌， 还是在2005年南京全运会
上获得的一枚女双跳水金牌。 据介绍，
湖南跳水整体实力目前在国内处于中
部靠上的位置，能排在前12名，但缺少
尖子队员。

31日下午，王泽慰又出战体校乙组
混合全能决赛，获得第5名。本届二青会
跳水项目7月28日开赛，8月5日结束，湖
南队共有8名队员参赛，目标是1至2金。

小将王泽慰折桂二青会

湖南跳水时隔14年再夺全国大赛冠军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06 9 1 7
排列 5 19206 9 1 7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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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回应美施压WTO改革：

不符合事实和WTO原则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8

月1日表示， 美方在备忘录中否认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
成员的发展中成员地位，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世
贸组织（WTO）的原则和精神。

针对美方近日对WTO改革施压，高峰在商务部当日
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发展问题是WTO工作的核
心。虽然近年来部分发展中成员快速发展，但总体上南
北发展的鸿沟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发展中
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应该得到有效维护。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诸多方面仍
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追赶发达国家。”高峰说。

“希望美方摒弃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错误做法，与
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共同努力，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朝
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他说。

� � � �“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暗
沉沉埋赤子；克服黄安县，试看丹霄紫
气，苍生挤挤拥红军。”

这副挂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黄
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里的对联，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据有
关专家考证，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
次喊出“红军”的称号。

1927年11月13日， 共产党人潘忠
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湖北
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
称“农民自卫军”。14日凌晨2点起义开

始，经过浴血战斗，农民自卫军消灭敌
人近200人，攻克了黄安县城，摧毁了伪
县政府，生擒了伪县长。

18日， 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新
生的黄安县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当地一位
名叫吴兰阶的教书先生情不自禁地挥毫
疾书，写下这副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

人民群众便开始把农民自卫军称
为“红军”。1928年后，各革命根据地的
革命武装先后改称为“红军”。

由于“红军”的广泛传播，黄安县后
来也改名为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
“红”命名的县。

就是在红安这片红色土地上，也走
出了一支长征部队。黄冈市党史办主任
颜宏启说：“提到长征，人们往往会想到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除此之
外，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曾
进行过一次‘小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
二十五军于 l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
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
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留下一个团
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最后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却最先抵
达陕北，总计行军约9000华里，历时10
个月。”颜宏启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
后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并胜
利地进行了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
剿”。 接着又先后打胜了劳山战役和榆
林桥战役。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和
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了一个坚固
的落脚点，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据新华社武汉8月1日电）

一副对联传诵红军名称的由来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1日正式上线。这个
平台整合各层级公安机关网上办事系统，目前已汇聚服
务事项548项， 为群众提供了公安服务事项的办理、查
询、评价一站式服务。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已将驾驶人考
试预约、交通违法处理等29项公安高频热点政务服
务事项挂接至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同步业务数据
82.8万条。同时，这一支撑了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网上身份实名认证，在电子政务外网上为30
个省区市、16个部委单位、137个业务系统提供身份
认证4.1亿次。 （均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新华简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记者再走长征路

我国研制出
新型类脑计算芯片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历经多年努
力， 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面向人工通用智
能的新型类脑计算芯片———“天机芯”芯
片， 而且成功在无人驾驶自行车上进行了
实验。

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施路平教
授团队的相关论文《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
异构“天机芯”芯片架构》，8月1日在国际期
刊《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

“类脑计算芯片”是借鉴人脑的信息处
理机制发展的新型计算芯片。“就像人类大
脑中的神经元， 一个神经元能连接上千个
神经元，能够实时传递脉冲信号，保持丰富
的编码机制。”施路平说，“这些是我们研发

‘天机芯’的重要参照。”
“未来‘天机芯’的发展方向，是为人工通

用智能的研究提供更高能效、高速、灵活的计
算平台，还可用于多种应用开发，促进人工通
用智能研究，赋能各行各业。”施路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