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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 1 版)——展现中国速度。举办大型赛
事，承办城市经验却相对不足；对标奥运标准，筹
备周期仅有一半。一系列难题、挑战迎面扑来。但
通过从各单位抽调数百人，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
人才，迅速组建起来的执委会成员陆续前往北京、
广州和南京等地学习“取经”；军运村从一片荒地
到建成入住仅用两年时间。国际军体理事会官员
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见到了真正的‘中国速度’。”

——贡献中国标准。如何办好军运会，可借鉴
参考的标准不多。按照国际军体提出的“固化办赛
标准”要求，武汉军运会执委会“摸着石头过河”，制
定出一整套标准化方案。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副秘书
长张东风介绍，每个比赛场馆都有厚厚一叠场馆建
设与运行图纸。“这些技术体系既是武汉筹备工作
指南，也将为往后军运会标准化操作提供参考。”

这些厚厚的图纸，记录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
庄严承诺，也记录着世界军事体育运动史上的中
国印记、中国贡献。

北京奥运会曾赢得“无与伦比”的称赞。国际
军事体育理事会秘书长科伊塔认为，武汉军运会
筹备工作同样“无与伦比”。他说，可以切实感受到
中国筹办军运会的努力，国际军体对中国的组织
和接待能力完全信任。

目前，军运会的 35 处场馆运行已驾轻就熟；
2 . 6 万名赛会志愿者已全部到岗热情服务；50 多
个国家的 4 千多名注册记者已着手准备报道。万
事俱备，静待开幕。武汉准备好了，正喜迎八方来
客，期待激情盛会！

强体强军 捍卫和平

在祖国西沙的中建岛，守岛官兵将军运会的
相关知识做成展示牌挂在健身房里，鼓励官兵强
壮体魄，爱国爱岛。在祖国东极黑瞎子岛上，边防
部队组织开展了军运会知识竞赛。

在陆军第 77 集团军、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一场场军味十足、别开生
面的小型“军运会”把战场与赛场无缝对接，一场
群众性大练兵活动正在蓬勃兴起，激励官兵为强
军事业增光添彩。

军运会已经成为全军官兵的一件大事。
为备战军运会，八一军事五项队队员吴倩在

一次过障碍训练中右手骨裂，从那以后每次训练
前，她都得先给手腕缠上绷带。她的队友、22 岁的
管超楠，身上有大大小小 20 多处伤情，最重的一
处是左膝韧带断裂。

在这项被称为“最贴近陆军单兵训练的高难
险运动”中，要成长为一名金牌运动员，至少要在
野外跑 8 万多公里，要在铁丝网下匍匐钻爬 100
多公里，要在障碍泳道里游 8000 公里。

本届军运会上，在家门口升国旗、奏国歌、扬
国威、振军威成为每一名中国军人选手的信仰。

强军先强体。从井冈山时期的“红色体育训
练”，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体育运动”，再到解
放战争时期的“大练兵体育”，军事体育工作一直
是人民军队军事、政治、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新
中国成立后，首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提出了
“体育出战斗力”的理念。

进入新时代，强军号角吹响，聚力备战打仗，
新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颁发，实战化训练在全军
上下轰轰烈烈开展。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就在
这样的强军大背景下走进中国。

8 月 1 日，在人民军队诞生地江西南昌的八
一起义纪念馆，方志敏烈士的曾孙女方铭璐为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采集圣火。她说，曾祖父
和他的战友在战乱年代，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我在新中国，点燃了军运会熊熊圣火，让和平理念
广为传递。

方志敏是在南昌英勇就义的。在像他一样的
革命先烈们红色信仰的引领下，一代代人民子弟
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披荆斩棘，奋勇前行。步入
新时代，广大官兵奋力开启强国强军新征程，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能战方能止战。
同样在南昌，当肖群双手接过军运火炬，这位

退役军医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利比
里亚。作为南昌大学附属医院输血科主任，他曾参
加中国在利比里亚的维和行动，并获得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勋章。

“火炬手里有我们维和军人”的消息在维和人
员的朋友圈迅速刷屏。自 1990 年首次派出 5 名军
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4
万余人次，参加了联合国 24 项维和行动，13 名官
兵壮烈牺牲。

“捍卫和平，是中国军人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
命。”肖群说。

亚丁湾海面上，中国海军舰艇常态部署，累计
为 6600 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维和任务区
里，2500 余名中国军人正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国
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

中国军队，为和平而来。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
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
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

“一支正义的军队最终的目标是和平。”著名
军旅作家王树增这样诠释军运会的意义：各国军
人聚集在一起不是兵戎相见，而是进行友好的体

育竞技比赛，举办军运会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
的促进和贡献。

在前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我军代表团
始终位列奖牌榜前三，充分展示了我军威武之
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高超的竞
技水准、高昂的战斗意志、高尚的道德风范，是
国际社会对解放军运动员的一致评价。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说：“中
国军队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为促进和加强各国军队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作
出了重大贡献，在推动国际军事体育事业发展
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止戈为武 和合共生

曾随我国首支维和步兵营赴南苏丹执行维
和任务的张勇，是军运会火炬在陆军英雄部队
“开国大典红一师”传递的最后一棒。

在战火纷飞的南苏丹，张勇和官兵一起坚
守了近 8 个月，目睹了战乱带来的流离失所。完
成火炬传递后，张勇有感而发：“愿掌声取代枪
声，愿圣火取代战火，愿赛场取代战场。”

体育自诞生以来就同军事与和平有天然的
联系。

马拉松、标枪、铅球等许多体育项目起源于
军事。而公元前 9世纪的古奥林匹克《神圣休战
条约》，本身就是希望将现实中的流血冲突转化
为赛场上的公平竞争，代表了人类对和平友爱
的永恒追求。这个传统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
奥委会的倡议下得到恢复，“奥林匹克休战”从
此进入联合国程序。

1995 年的首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更是有史
以来各国军队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欢聚一堂，
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和平庆
典。军运会由此成为和平时期各国军队展示形
象、增进友好交流的重要平台。

获得武汉军运会参赛资格，令来自美国空
军的比肖夫十分激动。“过去五年来，参加军运
会都是我的目标。”他说，“这是我参军以来最荣
耀的时刻之一。”

武汉的赛场不仅将见证铁血丹心的军人气
概，也将迎来友谊之花的遍地盛开。参加水上救
生项目比赛的巴西队员塔米和普雷西拉此前就
在网上学过中文，不仅期待着能在武汉夺得奖
牌，还希望跟中国同行学到更多中文，“因为中

文在两国交往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军运璀璨，和平闪耀。
开幕式文艺演出主题定为“和平的薪火”。

在开幕式主创团队的提前“剧透”中，副总导演
尹伊说，将运用世界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和立
体式空间表演，来展现中国传统的“和合”之道。

以和为贵，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
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崇扬“和合之道”，华夏大地
激荡“和合之美”。

“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两千多年前，
浩瀚的华夏文明曾由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传遍世界，造福人类。中国兵家经典《孙子兵法》
更将“止战”作为开章要义，为世界军事贡献了
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

武汉军运会，势必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和平
发展理念的又一扇窗口。

军运会执委会新闻宣传部负责人曹竹介
绍，备受好评的会徽“和平友谊纽带”采用彩带
造型，既象征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愿景，又
形似武汉市长江、汉江两江交汇的自然地貌。中
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将以此为
契机，为加强各国军队友好交流，促进国际军体
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再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举办，彰显
着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理念和勇于承担国
际责任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和平发展
也是世界同声相应、相向而行的力量。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创军人荣耀，
筑世界和平”口号的感召下，109 个国家的近万
名军人汇聚江城，将共同描绘军运史、军事史上
绚丽的新篇章。

德国代表团派出约 250 名运动员参加本届
军运会。团长克里斯蒂安·吕茨肯多夫说，希望
看到一届伟大的军人运动会，“世界军运会对全
球各个国家的军人运动员都非常重要，举办军
运会本身就是在践行国际军体‘体育传友谊’的
理念”。

“武汉军运会将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和平
崛起，勇于在国际上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舞
台。”科伊塔如此评价。

体育铸和平，赛场传友谊。
承载着军人荣耀与和平追求，武汉军运会

势必在世界军运史和军事史上，在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留下浓
墨重彩，奏响时代强音！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7 日电

共享友谊 同筑和平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7 日电（记者魏董华、段
菁菁）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
坛 17 日在浙江杭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
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
了对中阿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高度肯定了

中阿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共同发展的可喜成
就，指明了中阿广播电视领域加强合作互鉴
的努力方向，为进一步办好论坛提供了基本
遵循，为深化中阿广电事业交流合作注入了
强大动力。

黄坤明强调，新中国发展的 70 年，也是中
阿合作关系不断拓展、人民友谊不断深化的 70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加强双方人
文领域和广电事业交流合作符合中阿人民共同
期盼。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着力凝聚思想共
识，广泛宣介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进展
新成效，矢志不移讲好中阿文明、中阿人民的
故事，讲好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故事，为促
进中阿繁荣进步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要积极拓

展各类合作平台，广泛开展传媒领域新技术新
业务的合作，协力打造智慧广电，共谋创新发
展之道，以务实合作拉紧中阿人民相亲相近的
精神纽带。

本届论坛由国家广电总局、浙江省人民政
府等共同主办，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名中外嘉宾参加。

第四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杭州举行
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7 日电（记者王镜宇、廖
君、李思远）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 18 日在
武汉开幕。谁将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谁为中国
代表团扛起大旗？军运会首金会花落谁家？中国代
表团会有怎样的表现？且看新华社记者为您带来
的猜想。

1 . 谁将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

本届军运会开幕式将于 18 日晚在武汉体育
中心主体育场隆重举行，谁将在开幕式上点燃主
火炬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东道主常常会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著名运动员来点燃主火炬。例如，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军运会上，点
燃主火炬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球王”贝利。军运会
首次在中国举行，组委会很可能也会挑选知名运
动员来承担“点火”重任。

在往届军运会，有很多中国运动员都曾取得
出色的战绩。游泳项目历来是中国代表团的夺金
大户，齐晖、焦刘洋、张雨涵等均曾在世界军运会
上夺得冠军，跳水名将彭勃也曾不止一次摘得世
界军运会金牌。此外，曾被誉为“世界第一女兵”的
王恋英是中国军事体育界的传奇人物，曾经连续
5 次夺得世界冠军，14 次打破世界纪录。如果以
历史战绩为参照来挑选点燃主火炬的人选，这些
退役名将都有入围的可能。

除了往届金牌选手之外，来自集体项目的
运动员也有可能成为“点火”候选人。曾经在
CBA 联赛夺得“六连冠”、总共 8 次登顶的八一
男篮是中国军事体育的一面旗帜，有“铁军”之
称。其中，被誉为“战神”的刘玉栋还曾参加过
1995 年首届世界军运会，在球迷中也有着很高
的人气和影响力。这次刘玉栋将以队伍管理人
员的身份出征，他会成为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
炬的那个人吗？

2 . 谁会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本届军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 406 名运动
员参赛，是参赛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之一。在开幕式
上，谁会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呢？

在中国参加大型运动会的历史上，男篮队伍

曾经是开幕式旗手的摇篮，姚明、易建联、刘玉
栋、王立彬等男篮名将都曾在奥运会开幕式上
为中国代表团扛旗。不过，在参加本届军运会的
解放军男篮运动员中，知名度较高、以往成绩比
较突出的相对缺乏。如果旗手人选仍然从男篮
产生，刘玉栋和主教练王治郅的概率也许要比
现役球员高。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击剑奥运冠军
雷声成为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打破了
自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男篮队员
对夏季奥运会开幕式旗手的“垄断”。如果照
此推断，本届军运会解放军代表团的旗手也
有可能从男篮之外的其他项目知名冠军选手
中产生。在这次参赛的名将中，女排奥运冠军

袁心玥形象、气质、人气都很出众，游泳名将
汪顺、乒乓球名将樊振东等也是潜在的旗手
人选。

3 . 军运会首金花落谁家？

18 日晚军运会正式揭幕后，19 日将是军
运会的首个金牌日，当天总共将产生 24 枚金
牌，本届军运会的首金有可能在自行车或射击
项目中产生。

根据组委会提供的赛程安排，自行车女子
个人计时赛和射击男子 25 米手枪军事速射团
体赛都将在 19 日中午结束。在自行车女子个人
计时赛中，总共有 25 名选手报名参赛，包括梁

洪玉、孙佳君在内的 4 名中国选手将向冠军发起
冲击。在射击男子 25 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赛中，
解放军射击队副队长兼教练金泳德将亲自出马、
有望率队斩获金牌，在上届赛事中，中国队就夺
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4 . 中国代表团有可能首次登顶？

在前六届世界军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均名列
奖牌榜前三位，其中在第二至第五届曾 4 次名列
奖牌榜次席。本届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代表团
有可能首次登顶吗？

纵观往届军运会的成绩，俄罗斯、德国、法
国、巴西代表团都具有很强的实力。俄罗斯代表
团曾在前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夺得了五次金
牌总数第一名，此次派出了 3 0 0 多人的参赛
阵容。

在参赛运动员中，既有在伦敦奥运会 3 米板
跳水比赛中，从中国跳水“梦之队”手中“抢”得一
枚金牌的扎哈罗夫，也有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上获得男子花剑团体冠军的萨芬和切列米西诺
夫、女子花剑个人冠军的德日格拉佐娃，以及刚
刚在多哈田径世界锦标赛夺得女子跳高冠军的
拉西茨克涅。

巴西代表团曾在第五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
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名，上届军运会也排在中国代
表团之前位列金牌榜第二位。本届军运会，巴西
代表团派出了庞大阵容参赛，他们也将是中国代
表团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此外，法国、德国、
美国代表团等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据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任、中央军委训练管
理部副部长杨剑介绍，从报名参赛情况看，各国
普遍派出强大参赛阵容，其中获得过世界冠军的
运动员有 67 人，里约奥运会前八名选手有 118
人，现代五项世界排名前十的有 8 人，5 个军事特
色项目有 43 名上届冠军，可以预见比赛竞争将
十分激烈。

中国军队高度重视本届军运会，组建了 553
人的史上最大规模体育代表团，406 名参赛运动
员士气高昂、精神振奋，他们将以最佳精神状态、
最强竞技实力投入比赛，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中
国代表团能否继续坐稳前三甚至冲击奖牌榜榜
首的位置，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四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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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宁波帮·帮
宁波”发展大会于 10 月 17
日在宁波召开。“宁波帮”是
中国著名的商帮，近代以来，
在上海滩，在香江畔，书写了
一个个传奇。如今，已经从工
商界走向教育、文化、科技等
各行各业，英才辈出。“宁波
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与
祖国同心，与时代同行，秉承
家国大义，将个人、行业和发
展大势紧密结合，投身到奔
涌的历史长河中。

从辛亥革命的炮火硝
烟，民族独立解放的铁血征
途，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宁波帮”仁人志士不懈奋斗，
薪火相传。包达三先生早年加
入同盟会，后又走上实业报国
道路。如今，他的后人在香港
经商的同时，不忘先辈遗志，
创办包达三基金会，开展“共
创未来”香港青年内地交流活
动。抗美援朝时期，香港“宁波
帮”人士王宽诚抛售地皮捐献
战斗机。1985 年，他出资 1 亿
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致力为国培养人才。在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王宽
诚名列百位“改革先锋”。

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有众多“宁波帮”人士
积极奔走的身影。1984 年，邓小平做出“把全世
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宁
波帮”帮宁波，成为全世界华人支持祖国建设的
典范。义利并举、经世致用，从改革开放第一个
赴内地投资的港商曹光彪，到研发天生密封件
打破外国垄断的新一代甬商励行根，从两弹一
星功臣，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走向伟大
复兴的征途中，许多“宁波帮”人士把小我融入
大我，在为国家民族奉献心力的同时，也铸就了
个人功业的丰碑。

浩瀚星空，散发不竭光芒，有贝时璋星、王
宽诚星、邵逸夫星、谈家桢星、曹光彪星、李达三
星、吴祖泽星、贺贤土星，这是“宁波帮”人士的
熠熠星光，也代表着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代
代相传的家国情、赤子心。

“宁波帮”的成就，来自其人文底蕴、学理素
养，更来自其爱国爱乡的情怀。一个个先辈的传
奇和当代的故事，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
没有人可以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大势，每一个
人的发展只有和祖国的发展、人民的期冀同频
共振，同向而行，才可能做到最大的价值实现，
才能在历史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实现生命
价值的伟大提升。

（记者方益波）新华社宁波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罗沙）最高
人民法院 17 日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
作会议提出，树立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刑事司
法理念，准确把握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正
确适用刑事法律，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要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精准适用刑罚，努力用较小的刑罚成本
争取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要充分考虑人民群
众的感受和预防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确保罪
责刑相适应。要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
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确保死刑只适用
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证确
实充分、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对于毒
品案件，要坚持从严惩处与精准打击并重。

“刑事审判不能对民意无动于衷，搞机械司
法，也不能被舆论所左右，搞舆论审判。”最高法
提出，必须严格公正司法，坚守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司法绝不能背离人之常
情、世之常理。

最高法提出，要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
的朴素认知融合起来，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
的理性，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兼顾天
理、国法与人情。要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把
抽象的法律公正地适用到每一个案件中去，实
现个案公正与类案公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
的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 高 法 ：刑 事 审 判

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罗沙）
2013 年至 2018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
案件 668 . 7 万件，判处罪犯 750 万人。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17 日召开的第
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获悉的。据悉，
2013 年 10 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
来，人民法院正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坚持惩罚
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依法审理各类刑事案
件，深入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推动健全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2013 年至 2018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
杀人、抢劫、绑架、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22 . 9
万件，判处罪犯 28 . 4万人；审结环境资源犯罪案
件 11 . 2 万件，判处罪犯 14 . 4 万人；审结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案件 2 .6万件，判处罪犯 4万人。

同时，人民法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2018 年至 2019 年 6 月审结涉黑犯罪案件
979 件 10339 人，重刑率 53 . 8%；审结涉恶犯罪
案件 7332 件 32729 人，重刑率 24 . 2%。

此外，2013年至 2019年 6月，最高法单独或
会同最高检出台刑事司法解释 40件，单独或会同
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出台刑事
规范性文件 49件，发布刑事指导性案例 18件。

全国法院过去 6 年审结

一审刑事案件 660 余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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