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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
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底前举
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

赵立坚说，根据两国元首9月10日通

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
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
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赵立坚表示，两国元首在9月10日
通话时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
常性联系。为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
杨洁篪同沙利文在会晤时就两国元首
年底前举行视频会晤进行了讨论。

汾河山西新绛段决口成功合龙
新华社太原10月8日电 8日16时30

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投入决口处，经过
全体抢险人员 24 小时连续奋战，汾河山
西新绛段桥东村附近堤坝决口成功合龙。

受近期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汾
河下游山西运城市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
最大洪峰，流量由日常的每秒 40 立方米
激增近30倍，达到每秒1125立方米。受
此影响，位于新绛县桥东村附近的汾河北
段堤坝7日17时左右发生决口，决口长度
近20米。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进行
抢险，调集 500 余人专业抢险队伍、各种
抢险机械和车辆100余台、各类抢险物资
5000余立方米，连夜开展决口封堵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运城市处于汾河最下游。新绛县是
汾河洪峰进入运城市的第一站，流经4镇
31 村，境内长度 44.94 公里。目前，新绛
县已加固加高汾河堤坝13.7公里，转移撤
离群众17631人，全县10个临时集中安置
点已安置1800余人。

截至8日17时，汾河洪峰已进入山西
运城市稷山段，流量高达每秒 1180 立方
米左右，当地干部群众正在汾河防汛一线
抢险救灾。

检察机关依法
对宋亮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甘肃省委原
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
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四川省乐
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乐山市
人民检察院已向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宋亮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
诉指控：被告人宋亮利用担任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自治区政府金
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赤峰市委副
书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乌海市委
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
甘肃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
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第17号台风“狮子山”生成
海南提升台风预警至三级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位于南
海的热带低压，已于 8 日 5 时加强为今
年第17号台风“狮子山”，最大风力8级（约
65 公里/小时）。“狮子山”8 日 8 时距离
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约 150 公里，将
以每小时 10 公里左右的速度趋近海南
岛，强度缓慢加强。海南省气象局继续
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并提升台风四级预警
为三级预警。

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同时
将全省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据气象部门预计，“狮子山”将于8日夜间
至9日上午在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后将转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
后，趋向越南北部。受台风影响，8日白天
至9日，海南全省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
程，局地有大暴雨。琼州海峡将出现8级
大风和10级阵风。

据了解，琼州海峡已于10月6日晚全
线停航，预计10日复航。 据新华社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
日通过微博“海南警方”发布警情通
报称，2021年10月7日，公安机关接
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
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
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于当天
依法传唤罗某平（男，湖南长沙人，40
岁，新浪微博名“罗某平”）并开展调
查。

经审查，罗某平对其通过微博发
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三亚市公
安局吉阳分局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某平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
是法外之地，对侮辱、诽谤或以其他
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
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此外，@微博管理员 于 10 月 8
日发布消息称，平台发现账号@罗昌
平于10月6日发布诋毁英烈的错误
内容，且造成恶劣影响。依据法律法
规要求和《微博社区公约》相关规定，
平台对该账号予以关闭处理。

事件回顾
对志愿军战士出言不逊

“网络大V”罗昌平受到舆论谴责

正在热映的电影《长津湖》将观
众置身于抗美援朝战争长津湖战役
的悲壮场景中，引发国人表达爱国情
怀，向英烈致敬的热潮。特别是影片
中再现的战士俯卧严寒中的阵地上，
被冻成冰雕英勇牺牲的史实，让人瞬
间泪目，为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的战斗
精神而动容。

然而，在国人向“冰雕连”致敬之
际，竟有个别人对志愿军战士出言不
逊，甚至嘲笑辱骂，令人愤慨，受到舆
论谴责。

10月5日，博主@中国气象爱好
者 从气象角度科普长津湖战役时
说：“结合志愿军和美军口述，可以推
断1950年11月27日-12月7日长津
湖战役间，长津湖区、附近山谷最低
气温可达-35℃，风寒指数-55℃；
2000米左右的山脊最低可达-40℃，
风寒指数可能低于-60℃。”

10 月 6 日，“网络大 V”、前媒体
人罗昌平转发了上述微博，并发布侮
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
引发轩然大波。就在当日，微博账号

“钧正平”对此事发表评论称，长津湖
战役中，有 3 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

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
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 2 人生还
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耸立在
自己的阵地上。人民称之为“冰雕
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
也是对志愿军视使命荣誉高于一切
精神的崇敬。如今，“冰雕连”已经是
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
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
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英雄是民族最
闪亮的坐标”，英烈不容戏谑！不可
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
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
欲为。

10月7日，《解放军报》在其微博
发布评论称：山河无恙，离不开英烈
的鲜血浸染。英烈是军之剑、国之
干、民族之魂，保护英烈，是对历史最
基本的敬重，尊崇英烈，是中华民族
的情感底线。冰雪雄魂不灭，英烈不
容诋毁！

检方声音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被检方进行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10 月 8 日晚，“海南检察”微信
公众号发布标题为“海南省三亚市
城郊人民检察院对罗某平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违法行为进行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的文章称，海南省三
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
讼检察职责中发现，网民“罗某平”
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在新浪微博发
布侮辱抗美援朝“冰雕连”英雄烈士
的违法言论，侵害了抗美援朝志愿

军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伤害了广
大人民对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
的特殊民族情感，严重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
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海南省三亚
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决定对罗某平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的违法行为民事公益诉讼
立案并展开调查。

综合微博账号“海南警方”、“海
南检察”微信公众号、环球网等

敢公然侮辱英烈
看看迎接你的是什么

□ 郑岩

抗美援朝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
恙、家国安宁，正因为志愿军先烈英
勇战斗，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无论从情理还是从法理看，辱骂英烈
都是绝不能接受的。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借网络空
间公然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扭曲党史
国史，特别是把焦点对准英雄烈士，
传播谣言，极尽侮辱、抹黑之能事，他
们以为网络可以是法外之地，发个只
言片语、图片段子，不会被追究责任，
大有习以为常之感。实际上，这种行
为危害极大，对此社会各界多有批
评，国家也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就
是为了杜绝这种现象。

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
和精神。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在网络上无论抖
机灵还是放冷箭，都不能挑战法律，
不能亵渎英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有人不仅不知悔改，还敢公然违反法
律，迎接他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这
也是一种警醒和警告。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抹黑英烈，肆意散
布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言论观点在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不能容忍的。
捍卫英烈名誉和荣誉是法律规定，也
是公民责任。

“这场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
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
了让他们不打仗。”这是影片的台词，
也是志愿军将士的心声。他们永远
是最可爱的人。“英雄是民族最闪亮
的坐标”，英烈的尊严不容羞辱，这是
国家法律和全国人民共同捍卫的、不
容挑战的坚定价值。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网络大V”罗昌平被刑拘 微博账号被关闭

人民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