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在今天进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简称“二青会”）足球项目社会俱
乐部组11人制女子U15组决赛中，株
洲狼滕俱乐部以3比1力克海南韦海
英俱乐部夺冠。

“虽然对手实力雄厚，但我们的姑
娘们竞技状态非常好， 开场便占据主
动。”株洲狼滕女足主教练孙理赛后介

绍，决赛中，狼滕队半场时已获得2比1
的领先优势，但姑娘们没有丝毫松懈，
并最终以3比1锁定冠军。

据了解，为了备战本届二青会，株
洲狼滕俱乐部于4个多月前就开始集
训，7月27日正式出征比赛地贵州都
匀。经过8天的过关斩将，拿下这枚来
之不易的金牌， 同时为株洲市夺得第
一个全国性综合运动会足球冠军。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王亮）全
国男子篮球联赛（NBL）季后赛半决赛8
月4日战罢第一轮，长沙金健米业男篮在
主场以99比126不敌广西威壮队，总比分
0比1落后。 接下来的两轮比赛均为广西
队主场， 在5轮3胜制的赛制下， 金健米
业男篮目前形势严峻。

广西队是常规赛头名， 金健米业男篮
预想到了比赛的难度，但没想到这么难。首

节比赛，广西队3分球9投6中，确立了9分的
领先优势， 第二节金健米业男篮攻防两端
表现都一般，分差被拉大到17分。后两节形
势依旧，分差一度被拉大到30分以上，金健
米业男篮最终以27分的分差失利。

赛后，金健米业本土球员邓愈鑫表示：
“很对不起来到现场的球迷， 客场我们会力
拼每一球，争取把系列赛带回来。”双方次轮
较量将于8月7日晚在广西玉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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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期， 香港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
动持续发生，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
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
令所有关心香港、 珍爱香港的人倍感痛
心。 特别是少数激进分子实施的暴力活
动， 已经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
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
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
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对
此，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能姑息。

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
值，是香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是香港
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绝不能任由一
小部分人肆无忌惮地践踏。冲击立法会并
大肆破坏，对国徽进行公然污损，包围警

察总部、殴打残害警员，非法储存危险物
品和大量攻击性武器，侮辱国旗……种种
恶行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对此都不会容忍。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
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
方严正执法，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
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
子， 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的行动。

应该看到， 特区政府修订 《逃犯条
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初
衷是为了填补现有的法律制度漏洞，共
同打击犯罪，彰显正义，中央对此表示支
持。 鉴于在修例过程中社会产生了较大
的分歧，并且引起了示威游行，特区政府
为了社会尽快恢复平静决定暂缓修例，

中央对此也表示支持、理解和尊重。对于
这次修例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特区政府
已经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行政长官
也表示将更开放、更包容地听取民意。然
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激进分子依
然以“反修例”为借口，不断挑起、制造暴
力事件，试图以极端行为胁迫特区政府，
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这纯属
“醉翁之意不在酒”。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双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
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自从2017年上任以来，带
领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积极施政， 在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是充分信任的，

对她的工作也是充分肯定的。 中央政府支
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的立场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任何一个地方， 都经不起反复折腾，
都经不起持续动荡。必须看到，香港乱下
去，全社会都要“埋单”。当前，香港局势最
危险的是暴力冲击活动还没有得到有效
制止，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决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行为， 尽快恢复社会安定，
维护香港的良好法治。我们相信，在中央
的坚定支持下，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
政府奋发有为，香港警队严正执法，广大
爱国爱港人士团结一致，香港社会一定能
够尽快恢复法治和秩序，香港市民一定会
重新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载8月6日
《人民日报》）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
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大型电视理论节目
《思想的田野》将播出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北

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南五家卫视共同制作的大型电视理
论节目《思想的田野》，8月5日起在五家卫视陆续播出。

《思想的田野》以“理论宣讲大篷车”为载体和标志，让
大篷车作为流动的演播室行进在神州大地， 走进城市街道
和田间地头，以“寻访+解读”的手法，发现故事、阐释思想、
宣讲理论， 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多角度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理论魅力和真现力量。

其中，北京篇在北京中轴线、中关村、雁栖湖等不同地
点，展现新时代新变化；在上海篇中，嘉宾和市民、游客共同
讲述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浙江篇通过呈现
践行“两山”理念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探寻绿色发展
的秘诀；江苏篇用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故事，反映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和动力；湖南篇以“精准扶贫”为主题，以十八洞村为
主场，讲述奋斗故事，呈现扶贫成效，展望美好未来。

二青会社会俱乐部组

株洲狼滕女足U15夺冠
NBL季后赛半决赛

金健米业男篮首轮失利

下期奖池：3716328636.1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10 7 7 3
排列 5 19210 7 7 3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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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90 13 19 28 30 33 02+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00

� � �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记者再
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于6月11日正
式启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媒体记者
们沿着红军长征经过的13个省区市路
线开展采访， 推出了大量精品报道，引
发了社会舆论的热烈反响。

做好长征故事的讲述者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

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巍巍而立。 如今，媒
体记者们在纪念碑前整齐列队，敬献花
篮，重温入党誓词，连日的采访活动也
随之展开。

一谈到李先念，他的侄孙陈春华就
像打开了话匣子， 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站在李先念故居前一讲就是半个多小
时。1932年10月，李先念正在前线指挥
作战，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他
的母亲不顾路途遥远、战火四起来到他
身边， 悄悄地往他兜里塞了两块银元，
然后含泪离去。“这一次离别，李先念和
母亲再也没能相见。”讲到动情处，陈春

华的眼里也泛起了泪花。
革命前辈的感人故事更加坚定了

媒体记者们讲好长征故事的决心。黄冈
广播电视台记者董念松说：“这些天聆
听红军的故事，每当听到‘共产党员先
上’‘坚决服从命令’ 这样的话语时，我
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只想马上动手，
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做好长征文化的传播者
长征路上，不只有记者的脚步。在麻

城市乘马岗村的乘马会馆，一位“全副武
装”的“小小讲解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他叫詹鑫，今年12岁，在乘马中学
读五年级，利用暑假的时间报名了乘马
会馆的“小小讲解员”活动，负责给来到
乘马会馆的游客讲述开国大将王树声
的故事。虽然他个子小小的，但声音洪
亮，声情并茂。

据乘马中学校长陶金德介绍，“小小
讲解员”活动自2012年开展以来，参与
人数已经从当时的十几个孩子发展到了
如今的一百余人， 孩子们用自己暑假的
时间参与活动， 一方面让自己深入了解

长征故事，体会长征精神，另一方面也成
了长征文化的传播者， 让更多不为人知
的精彩故事走出乘马岗村，走向全国。

做好长征精神的践行者
长征精神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对于

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答案。
对于67岁的守树人刘克树来说，就

是对三棵“红军树”日复一日的守候。
在湖北省石首市东部绵延的桃花山

深处，种着三棵葱翠的“红军树”。据刘克
树介绍， 早在1928年， 革命志士就用石
灰、 油漆等在这几棵桃花树上写下诸多
革命标语，向老百姓宣传革命主张。1930
年10月，贺龙率军路过此地时，给这几棵
树取名为“红军树”。作为红军的后代，刘
克树已经看护“红军树”长达31年。

“行动比语言更有力，坚守‘红军树’
的刘克树老人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着红
军历史，践行着长征精神。”人民网湖北频
道记者周雯说，重走长征路，是践行“四
力”的生动体现。再走长征路激励着我们
在新时代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 讲好中
国奋斗故事。 （据新华社武汉8月5日电）

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引发热烈反响

———记者再走长征路

� � � �日前，由西北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滑扑一体自主变
形仿生柔体潜航器在西安成功首航，标志着我国在高性
能仿生智能水下航行器的研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自主变形仿生柔体潜航器项目以蝠鲼为仿生原型，
将具备高推进效率、高机动性、高稳定性、低环境扰动、低
噪音，以及大负载空间、大负载能力、海底软着陆等特点。

图为8月3日，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团队的师生对原
理验证样机进行调试。 新华社发

自主变形仿生柔体潜航器
研制成功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

举行射击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5日发布公告说， 俄东

部军区所属部队从当天起在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岛举行射击
演习。日本方面已通过外交渠道就此次演
习向俄方表示抗议。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指出，俄武装力量相关行动是在自己的领
土上进行的。 （均据新华社8月5日电）

湖北鹤峰突发山洪
8月4日傍晚， 湖北鹤峰县躲避峡突

发山洪。截至5日下午，突发山洪造成12人
死亡，仍有1人失联。目前遇难失联人员的
身份信息初步得到核实，均为外地游客。

“创翼基金赋能项目”
助力残疾人就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5日在京与
北京五八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创翼基
金赋能项目”， 后者捐赠人民币100万元
用于推动残疾人就业的相关培训。

2019年“创翼基金赋能项目”将在江
苏、湖南和四川三省先行开展，将通过地
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依托当地残疾人
就业指导中心， 合作举办针对残疾人求
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培训班。

国资委要求行业协会
加强涉企收费清理整治

《关于进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
工作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下一步国资委
将组织协会深入学习通知精神， 要求各协
会将加强涉企收费清理整治作为当前的工
作重点，按规定时间完成规范治理任务。

国资委目前联系310家工商领域全
国性行业协会， 占已登记的全国性行业
协会商会总数的近40%。

新华简讯

国际规则不容破坏
———评美国一些人的背信弃义②

钟声

一言不合就“退群”，肆意挑起对多国的贸易争端，严重
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美国一些人屡屡上演无视国际
规则的闹剧，透射出背信弃义、挑战底线的霸道实质。最近，
美国一些人变本加厉，就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地位问题发布
备忘录，要求世贸组织90天内改变规则，不然美方可能单方
面采取行动。这种无视秩序、破坏规则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
普遍担心：美国一些人莫非真要挑起一场“全球贸易战争”？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
贸易的基石，不是任何一个成员或少数几个成员的私产，其
权威和效力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在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中，
近2/3是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 是世贸组织核心价
值和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 其目的在于保护发展中成员受
到公平对待。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都主张，无论世贸组织怎
么改革，都必须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任何规则的
制定和修订，都必须尊重世贸组织成员的普遍意愿。任何无
视世贸组织规则严肃性的举动，都是背离公道。

美国一些人应当认真反思，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
在世贸组织先后提交的两份关于发展中成员地位问题的提
案，都受到普遍反对。显然，他们没有站在人心的一边，没有
站在正义的一边，就必然处处碰壁，不能得逞。

国际社会任何一个成员， 都不能轻视权利与义务的相
对应关系。当前，美国一些人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在世界舞台
上“极大化滥用”权利，极端利己主义无限膨胀，根本不肯考
虑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他们甚至认为，
履行国际义务就等同于“美国吃亏”。他们以所谓公平公正
为名鼓噪修改规则，从不在意什么是公道正义，认为保住自
己“世界第一”的地位是胜过一切的要务。

无视规则，就是违信背约，必然受到正义的谴责和规律
的惩罚。针对美方多次阻挠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导致
上诉机构因人手不足面临停摆窘境，114个世贸组织成员6月
联合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世贸组织司法任命的阻
扰。针对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来
自国际社会的批评之声持续不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联合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美国
的单边做法是在“孤立自己”，不会有任何国家追随它。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21世纪，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前
所未有的紧密，改善并加强全球治理的需要前所未有的迫切，
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不容
破坏。任何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大搞单边主义的
行径注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载8月5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