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控受贿7126万余元
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新华社南京7月18日电 江苏
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公开
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蒲
波受贿案，对被告人蒲波以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蒲
波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蒲波当庭表示服
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7
年，被告人蒲波利用担任四川省广
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巴中市人民
政府市长、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中共德阳市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
业重组、工程承揽、项目开发、人事
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1998年
至2018年，蒲波直接或通过他人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126万余元。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蒲波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
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蒲波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
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赃
物，在庭审中表示认罪认罚，依法
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
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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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冬病夏治”是中国传统医学
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是根据《黄帝
内经》中“春夏养阳”的理论，利用
夏季气温高、机体阳气充沛，通过

“穴位埋植”、“中医敷贴”、“疏经增
效”等来治疗哮喘、气管炎等虚寒
性疾病，使得一些顽固性疾病得以
康复治疗。

对于患有呼吸病等虚寒证的
哮喘、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慢
性呼吸衰竭、慢性咳嗽，反复感冒
导致的慢性气管炎等人来说，夏天
是最好的治疗时机。冬季因气温
偏低，疾病容易复发，大多以治标
为主，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因。在
夏季，由于致病因素比较少，症状
比较轻，有足够的时间扶正固本，
提高免疫能力，发挥扶阳祛寒、扶
助正气、祛除病根的作用，达到痊
愈的目的。

成都市重症呼吸病关爱行动
即日起举行北京名医“冬病夏治”
专场活动，特邀北京309医院呼吸
专家、医学博士、呼吸主任等名老
专家，一对一亲自指导，从发病根
源入手，坚持科学规范治疗，消除
引起哮喘的诱因，减轻气道高反
应，重建气道免疫屏障，缓解气道
痉挛导致的越堵越憋、越憋越喘的
恶性循环，就可摆脱哮喘、气管炎
等老肺病。

会诊期间，特设“专利治疗”援
助基金定点救助。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肺纤维化等呼吸
病患者，拨打热线028-86969379
预约，可获得3次价值298元的“三
伏贴”免费治疗，请大家相互转告。

报名电话：028-86969379

冬病夏治
298元三伏贴免费送

张庆和，1921年出生在河北省
宁晋县北辛庄村。1938年初，参加
冀豫抗日游击支队。1939年3月，随
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多次参加反围攻、反

“扫荡”的战斗，并先后参加了“百团
大战”、保卫黄崖洞战斗等较大规模
的作战，他所在的连队被军分区授
予“包围圈里的模范连”光荣称号。

1945年后，张庆和先后任连
长、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
职，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
斗。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荣
立大功一次，并被授予“杀敌英雄”
的称号。军区《火线报》等报刊对
他的战斗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张庆和奉命调
入空军航校学习，他勤学苦练，以优
异的成绩掌握了飞行技术。1951
年，被任命为空军航空兵第二师副
师长。同年10月，率部进驻安东大
孤山机场，随时待命入朝作战。

1952年6月，张庆和任师长。
同年，任中朝空军司令部指挥助
手。他多次指挥战斗，战功卓著，
首创了空军击落敌B-26轰炸机的
先例。

1953年10月22日，张庆和在
丹东四道沟飞机场进行飞行训练
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32
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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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和：杀敌英雄

陆慷“告别”蓝厅
卸任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今后在新的岗位，会继续同大家保持这样的沟通

1“中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哪
个更加独立自主，这会是一

个很好的话题”

2016年12月7日，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英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里克罗夫特称，对
中国跟随俄否决决议感到诧异。
中方对其上述表态有何回应？”

陆慷回应：“英国常驻代表这
种说法确实很奇怪。当然，如果
他是想比较一下，在国际事务特
别是多边事务中，中国和英国的
外交政策哪个更加独立自主，这
会是个很好的话题。”陆慷说。

2“如果日方想深刻反省、真
诚道歉，中方有很多场所可

供其凭吊”

2016年12月7日，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有日本舆
论认为，相较于珍珠港，安倍更应
该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答，正如同美国人民不
会忘记珍珠港事件，中国人民不
会忘记为抗战所付出的巨大民族
牺牲，也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死
难同胞。

“如果日方想深刻反省、真诚
道歉，无论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还是‘九一八’事变纪
念馆，或是‘七三一’部队遗址，中
方有很多场所可供其凭吊。亚洲
邻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提醒日
本乃至国际社会，二战期间加害
国对受害国所犯罪行不容遗忘，
历史不容篡改。”他说。

3“不要无事生非，不要兴风
作浪”

2017年12月15日，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问，“此前，美国国务
卿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的岛
礁建设。中方对这件事有何回
应？”

陆慷回应：“中国在自己的国
土上开展和平建设活动、部署必
要的防卫设施是非常正常的，这
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在这个
问题上小题大做、兴风作浪，我们
认为是别有用心。当前，在中国
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
势不断趋稳向好。而且，中国和
东盟国家都达成了很好的共识，
也正在推进落实这些共识。所

以，我们还是希望域外国家和有
关方面尊重域内国家的努力，不
要无事生非，不要兴风作浪。”

4“你觉得还需要中国作回应
吗？”

2018年10月8日，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彭博商
业周刊》报道称中国在苹果、亚马
逊和其他美国公司等产品中植入
芯片，从后台窃取并传输信息。
中方对此如何回应？

对此，陆慷答：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注意到，苹果公司、亚马
逊公司、超级微软公司都已作
了表态，甚至连美国国土安全
部都已经作了表态。有了这些
表态，你觉得还需要中国作回
应吗？你如果真感兴趣，可以
去问一问《彭博商业周刊》怎么
回应这些表态。

5“中国是不是安全，加拿大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2018年12月13日，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听
说，现在一些在中国居住的加拿
大人表示很不安，担心自己也被
拘捕，请问中方对他们有什么想
说的？

陆慷答：我不知道你是从哪
儿听到了这种说法。大家知道，
中方一贯对与外界交往持积极开
放的态度。我昨天在这里说过，
我们欢迎外国游客、外国公民到
中国来旅行，来开展正常的友好
交往活动，包括经商、游学，都没
有问题。而且我也说过，只要是
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没
有什么可担心的。 昨天记者会
后，我专门去了解了一下，有一些
数字可以提供给你。中国安全不
安全，可以用事实来说话。2018
年1月到11月，加拿大来华的人
数达到了78万人次，也就是说在
加拿大3000多万总人口中，每1
万名加拿大人中就有210人来
华。坦率地讲，这个数字远远高
于同期中国公民赴加拿大的人
数。上述数字或许能从一个方面
说明问题。中国是不是安全，加
拿大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与
此同时，我也可以告诉你，自从加
拿大政府根据美国的要求，错误
地拘押了孟晚舟女士之后，很多
中国人都在掂量前往加拿大旅行
是否安全。

6“我太喜欢你这个问题了”

2019年3月1日，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加拿大总
理特鲁多曾表示，加拿大司法独
立，政治无法干预司法。就孟晚
舟案，加方也曾表示政府无法干
涉司法。但据报道，加拿大前司
法部长威尔逊-雷布尔德27日在
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说
特鲁多政府多名官员持续不断向
她施压，要求她利用司法部长职
权干预检察机关的司法审理，让
一家涉嫌腐败的本国建筑企业避
免接受司法审理。这两种做法是
否矛盾？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面对这个提问，陆慷是这样
回答的：“我太喜欢你这个问题
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
向加拿大政府提问。实际上我也
已经注意到不少加拿大媒体和人
士也问了和你几乎相同的问题，
我想说，公道自在人心，现在不止
是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恐怕
全世界都会很有兴趣听听加拿大
政府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7“奉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国
内的人权问题，先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

2019年3月14日，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
者问：美国务院近日发表“2018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其中涉华部
分再次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答：美方报告涉华部分
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中国进行
种种无端指责。我们对此坚决反
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
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
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此
最有发言权，国际社会也是有目
共睹的。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我们敦
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弃冷战
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
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
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也奉
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
问题，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综合新华社、外交部网站、
《环球时报》、人民网等

7月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
人陆慷向中外媒体“告别”，表示将卸任新闻
司司长、不再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因为工作安排的原因，今天应该是我作
为外交部发言人最后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非常高兴过去四年多通过这个平台，
在这儿结识了很多中外媒体朋友，而且也对
大家关注中国发展、关注中国政策的视角和
你们的思考有了更多的了解。”陆慷说。

2015年6月15日，陆慷作为新闻司司长
和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出现在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的主持台上。“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
让各方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外交政策的重
要平台，我愿意像前任和同事们一样好好工
作，实现这个目标。”

四年多来，陆慷和其他发言人一道，向
国内外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的看法。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陆
慷逻辑清晰、才思敏捷、妙语连珠，令媒体和
公众印象深刻。

陆慷表示，除例行记者会之外，他和同事
们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吹风会、走访中外
媒体并接受专访等方式，努力倾听和沟通。

“我们愿意这样做，一方面是对中国的
发展和政策确实有充分的信心；另一方面，
我们也深信中国一定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
需要跟国际社会在不断融合中发展。”他说。

陆慷表示，今后在新的岗位，他会继续
同大家保持这样的沟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陆慷在发表“告别
演说”之前还回答了来自中外媒体的7个提
问，就中美、中英关系等相关问题阐述中方
看法。

资深外交官陆慷
担任发言人四年多

一直以刚健的风格著称

陆慷出生于1968年，今年51岁，是一名
资深的外交官。

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陆慷曾在外
交部国际司、军控司、美大司、新闻司以及驻
联合国代表团、驻美大使馆、驻爱尔兰大使
馆工作，拥有丰富的外交履历。他也是外交
部发言人制度创立以来的第29位发言人。

陆慷的母校——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
研究中心主任姚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陆慷在外交学院留下了六年的青春时光，
他一直是勤勉好学的尖子生，据我所知在他
毕业的时候，学院国关所的老所长周启朋教
授是很希望他留校任教的，最终他选择了去
部里做一线工作。我相信如果他当年留校
的话，今天也一定是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男
神’级教授，但我们就少了一位一线的优秀
外交官了。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四年多时间里，陆
慷也一直以刚健的风格著称，留下了一系列

“金句”。

他也可以很风趣
回答日本学生提问：

“中国男生确实很温柔”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智库媒体团访日期
间，2018年12月19日在大阪大学座谈交
流。陆慷还接受了日本学生“如何看待中日
年轻学生之间恋爱交往”的提问。

他说：“你的朋友是对的，中国男生确实
很温柔。比如你看到我身后担任翻译的这
两个帅小伙子——对了，他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别想了……”

2019年6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
持例行记者会。以往发言人的西装、衬衣、
领带“三件套”少了一样——领带。在记者
会开始时，陆慷这样解释——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今天没有打领
带。这是因为今天蓝厅的空调冷气不像平
时那么足，我们作了特意安排，调高了温
度。同时，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
有关节能减排公益宣传的小电扇和宣传手
册，欢迎记者朋友领取。所有这些安排，与
外交部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积极参与‘全国节
能宣传周’有关。”

姚遥说，在陆慷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后，自
己曾带着学生们去跟这位大师兄座谈，陆慷
深情鼓励学弟妹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
来不论面对何种挑战，胸中要有长期积累的

“底气”；在成长过程中要踏实勤奋、耐得住寂
寞，有“坐十年冷板凳”的韧性与耐力；在规划
未来人生时，要将自己与国家、民族、社会融
为一体，“心胸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

陆慷精彩发言

2018年7月，发生于河南栾川县的
“20年后男子当街掌掴老师”事件，持续
引发社会关注。2019年7月10日，河南
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常仁尧寻衅
滋事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被告人常仁尧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

常仁尧父亲常天长18日告诉媒体，
自己已和常仁尧妻子共同前往河南栾川
县人民法院，正式递交了上诉材料。常
天长表示，希望能对常仁尧依法改判。

“事情还没有完结，接下来还有很多
事情需要去忙。”常天长说。常仁尧妻子
此前也曾表示，无法接受一审结果，“会
上诉到底”。

2018年12月18日，“男子常仁尧将
初中老师拦截扇耳光”的视频在网上发
酵，引发广泛舆论关注，随后栾川县实验
中学发布《举报控告书》希望严惩常仁
尧。12月19日，栾川县公安局对该事件
立案。12月21日，常仁尧因涉嫌寻衅滋
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常仁绕曾通

过自录辩解视频和在庭审上发言称，打
老师原因是13岁就读于河南洛阳栾川
实验中学时，常遭受老师张某林欺负。

常仁尧寻衅滋事一案的审判长曾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对被告人常仁尧判处
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是经过反复斟酌、
慎重考虑的。根据刑法规定，实施寻衅
滋事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案常仁尧
实施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的工作、生活
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

影响，属情节恶劣，应依法惩处。鉴于常
仁尧是在返回栾川配合公安机关调查途
中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常仁尧系
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结合常
仁尧在庭审时的认罪态度，并参考公诉
机关提出的一年六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
的量刑建议，综合考虑常仁尧犯罪的事
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
程度，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综合新华社、宗欣、《南方都市报》等

“20年后打老师”案
获刑男子家属提交上诉材料

2019年7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图据外交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