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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日下午在
京举行， 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
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
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2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
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 铁凝连任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当选中国文联、作协主席

� � � �新华社首尔12月3日电 韩国
在野党及无党派议员3日凌晨向
国会提交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动
议案， 计划推动国会9日进行表
决。 韩国媒体报道说， 这份弹劾
动议案由171名在野党及无党派

议员联合向国会提交， 提及朴槿
惠亲信崔顺实干政等， 指称朴槿
惠在任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宪法
和法律行为。 分析人士认为， 弹
劾案能否最终在国会获得通过还
难有定论。

韩在野党及无党派议员
向国会提交对总统弹劾动议案

省健身气功大赛株洲站举行

全国首个健身气功
科研基地将落户我省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陈放）2016湖南省健身气功大
赛株洲站今天在株洲举行，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全国第一个健身气功科研基地
将落户我省社会科学院。

本次全省健身气功大赛株洲站由省
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
株洲市文体广新局承办， 湖南泽途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执行， 比赛吸引了来自全
省各地的13个代表队近300人参赛。比赛
以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规定
的9套功法和我省培训的首柱功动作为
技术规范，要求有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

健身气功是我国传承两千多年的
文化瑰宝，简单易学、效果显著，而且不
受场地限制， 近年在我省获得快速发
展。记者今天在大会上了解到，健身气
功已被纳入国务院《体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重点扶持项目，全国第一个健身气功科
研基地将落户我省社会科学院。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王
亮 ） 在今天举行的湖南省山地户外
健身休闲大会长沙桃花岭站活动中，
1000多名选手登山、 赛车， 感受户
外运动魅力。

本站比赛， 是省山地户外健身
休闲大会连续第二年落户长沙桃花
岭公园。 桃花岭公园交通便利、 风景
优美、 场地优越， 非常适合举办户外
体育赛事。 本站比赛有全民登山赛、
“RST” 杯长沙山地车联赛第4站以
及体验项目———趣味健身嘉年华 。
据介绍， 本站比赛吸引了1000多名
户外爱好者参加。

上午9时30分进行的登山赛设专
业男子组、女子组，群众男子组、女子
组，亲子组5个组别。 经角逐，专业男子
组曾文波以20分01秒的成绩夺得冠
军；专业女子组冠军是甄燕南；王宋国
拿下群众男子组冠军； 群众女子组冠
军是黄琦；余润洲问鼎亲子组冠军。

“RST” 杯长沙山地车联赛第4
站 （总决赛） 吸引了近两百名专业选

手， 比赛将分两天时间决出冠军。
2016湖南省山地户外健身休闲

大会由省体育局、 省旅游局共同主

办， 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承办，
长沙御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为运营执
行单位。

山地户外健身大会桃花岭站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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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鎏漩山水画
开垦心灵家园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由湖南九歌书画院、湖南潇湘书画院、湖南国
画馆主办的“我写我心———杨鎏漩山水画展”
在湖南国画馆举行。黄铁山、魏怀亮、石纲、陈
飞虎、杨国平等艺术界嘉宾出席。

据介绍， 此次画展共展出青年画家杨
鎏漩近期山水作品60余件。 业内专家评论
称，杨鎏漩的山水画，在画面空间架构上注
重形式感的现代性， 在笔墨把握上强调书
写和线条的表达， 在造境上侧重于主观认
识的传达和重构， 画面契合文人山水的哲
学诉求和审美境界。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杨
鎏漩，闻着墨香长大。 随着他对自然的观察
与体悟的加深， 以及生活阅历等诸多方面
的历练， 他在山水画创作的道路上开垦出
属于一片自己的园地。

据悉， 此次画展将持续至12月8日结
束，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陈
薇） 今天， 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
作家研究中心” 主办的龙长吟文学评
论集 《治守之道》 研讨会， 在中南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行。 这是近
年来湖南文学界首次为评论家专著举
办研讨会。

《治守之道》 是一部文学评论与

研究的著作， 所评论者是近20年来的
湖南作家的作品。 该书作者沿着作家
的创作路径， 用文学史眼光为作家作
品定位， 挖掘当代小说的思想灵魂和

审美属性， 从为政之本、 为官之道出
发对政坛文学进行研究评论。

与会专家认为， 作者不仅深入研
究了湖南近年涌现的重要作家作品，
也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应该把
握的分寸， 以一个评论家的冷静思
考， 为官场小说的走向把脉。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杨雪 施凡凡 )
12月3日下午， 湖南省第二届大
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主题辩论赛开幕式在湖南师
范大学举行。 此次辩论赛由共青
团湖南省委、 湖南省学生联合会
主办。

据悉， 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
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等省内32所本科院校代表队将参

加本次辩论赛， 比赛采用四人制
赛制， 分为预选赛 （12月3日）、
初赛 （12月4日）、 复赛 （12月4
日）、 半决赛 （12月10日） 和决
赛 （12月11日） 五个阶段， 参赛
队伍将围绕“湖南扶贫应先从教
育做起/从经济做起”、 “网络舆
论对于司法公正， 积极作用大于
消极作用/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
用”、 “长征是时势造英雄/英雄
造时势” 等辩题展开辩论。

台方小动作不可能改变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针
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同台湾地
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的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3日表示，这只是台
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 根本不
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
个中国格局。

王毅说：“我认为， 也不会改
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中
国政策。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
系健康发展的基石， 我们不希望
这一政治基础受到任何干扰和破
坏。 ”

王毅是在出席2016年国际形
势与中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后回答
记者提问时作此表示的。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3日就美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通电话答记者问时表示，已就此向

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12月

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同台湾
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 请
问中方有何评论？

耿爽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
道， 已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
严正交涉。 ”

他说，必须指出，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
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美国有关
方面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
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
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
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干
扰。 ”他说。

王毅就特朗普同蔡英文通电话回答记者提问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全军
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
主席在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习主席和中央
军委决策部署，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
强烈的使命担当， 坚定不移推进规模
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在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从机关到连队，从都市到边防，从
祖国各地的座座军营到在海外执行任
务的各部队，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广
大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认为，军
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
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 构建中国特
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一步，是
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

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坚决贯彻习主
席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自觉服从改
革、拥护改革、推进改革。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中部战区官兵表示，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是对全军发出的动员令、
下达的改革任务书， 一定要深刻领悟
习主席的意图、魄力和决心，以习主席
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整齐步
伐， 用实际行动把改革部署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在学习讨
论中认为， 这次改革注重构建新体制
下联合作战力量体系， 注重以结构功
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 通过优化兵力
规模构成、调整力量结构布局、改革作
战部队编成， 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能型、 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

密集型转变， 必将更好地推动部队编
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
进一步提升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

军委机关各部门表示， 党的十八
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习主席从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出
发， 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指示要求， 形成了
改革强军战略思想。 要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更加坚定地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始
终把坚定性、 自觉性建立在对党的核
心的信任信赖上，不断提高精准理解、
精准发力、精准落地能力。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教职员工认为，当前，世界新军事
革命迅猛发展， 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

化战争演变， 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
本作战形式。 习主席领导推动的这次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坚持
以强军目标为引领， 着眼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着眼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对军队力量体系进行整体性、
革命性重塑， 必将构建起能够打赢信
息化战争、 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
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各军区善后办官兵表示，要坚决贯
彻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蹄
疾步稳、 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统筹协调好各领域工作，切实抓好统一
思想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把官
兵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抓好组织领导工
作、保持稳定工作，确保部队高度集中
统一和安全稳定，以优异的成绩和崭新
的面貌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改革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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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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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登山赛项目鸣枪起跑瞬间。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摄

《治守之道》研讨会举行

省第二届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辩论赛开幕

� � � �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2日电
美国白宫2日重申， 美国政府在
台湾问题上的长期政策立场没
有改变， 美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内德·普赖斯2日表示， 美国信守
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
国政策， 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符
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白宫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石自行） 昨天， 在浏阳市
召开的2016年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
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闭幕。 会议
期间， 浏阳教师发展中心获授牌成
立。

教师发展中心由教师进修学校发
展而来， 名称之变折射出理念与内涵

之变。 “教师在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要
求、 满足市民日益提升的教育需求
上， 面临着多重挑战， 必须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 推进教学手段多样化、 大
幅提升综合素养等。” 浏阳市教育局
局长汤显华说， 为适应新形势， 该市
投资1.2亿元， 建设教师发展中心 （教
师进修学校） 及附属小学。 同时， 将

师训预算经费由教师工资总额的1.5%
提升至2%。 并整合资源， 将市教育局
教科所、 信息中心并入教师发展中
心， 使之成为研训一体化综合性教育
机构。

浏阳教师发展中心由教师学习与
资源中心、 科研教研与指导中心、 业
务咨询与服务中心、 教育信息化管理

与评价中心组成， 并建立了教师培
训、 课改研修、 教学交流、 指导服务
等工作机制。 “教师发展中心将致力
于为全市教师提供全方位、 全学科、
多层次、 多方式的优质培训， 并不断
延伸工作触角， 在全市设立22个教师
培训基地。” 浏阳教师发展中心负责
人介绍。

创新师训模式

浏阳斥资1.2亿建教师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