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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地媒体9日报道，此前
在美国被捕的中国公民周立波持枪
涉毒案当天在纽约州拿骚县地区法
院开庭审理，周立波在庭上拒绝对所
控罪名认罪。

被控5项罪名

据了解，周立波被控包括非法持
有武器，非法持有管制药物甲基苯丙
胺（冰毒），驾驶时打电话等5项罪名。

据周立波律师斯蒂芬·斯卡林
说，周立波在法庭上拒不认罪。律师
称，事发当天，周立波确实在开车，但
不清楚武器和毒品是怎么出现在自
己车里的。

斯卡林还说，周立波很有信心自
己将不会被定罪。

下次开庭为2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庭，周立波
更换了辩护律师。斯卡林在其个人网
站上的简介显示“曾被《纽约时报》评
为过去4年中的百大超级律师之一”。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案下次开

庭日期为2月1日。检方指出，若最重
控罪二级持有武器罪名成立，周立波
将面临3年半到15年的刑期。
新闻回顾

2017年1月19日凌晨，两名中国公
民是在美国小镇拉廷敦因其驾驶的奔
驰车“车行不正常”和司机“开车打手机”
被警察拦下。司机名周立波（ZhouLi-
bo），49岁，车内还有一名乘客。

警方在随后的搜查中发现一只黑
色手枪枪套，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还
有两个装有毒品的透明塑料袋。两人
当场被逮捕。随后周立波接受纽约州
拿骚县地区法院传讯。周立波在缴纳
5000美元保释金后，在其夫人和律师
陪同下离开。周立波在离开前对等候
在外的媒体记者表示，他车里的枪支
是合法的，但他没有说明枪支是何人
所有，也没有提及毒品一事。

此后经过调查，检方已决定不再
对事件中的另一位当事人提起刑事
检控，周立波成为唯一检控对象。
2017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决
定对周立波提起控诉。（新华国际）

“四川金秋”摄影大赛结果出炉
最高奖金8888元谁得了？
今起100张获奖作品作者可前来成都商报-成都出发领奖

刘乾坤：《中国国家地理》特约编辑、四川省青少年文联副主席
冉玉杰：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教育摄影学会副会长
曹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艺术摄影协会副主席

“四川金秋”的号召力有多大？成
都商报联合四川省旅游宣传促进中心
举行的“我心中的2017四川金秋新景
观”摄影大赛，吸引了2600余名网友传
来超过6000张美图！经过特邀专业评
审的严格甄选，最终获奖并进入四川
省旅发委四川旅游宣传资料库的100
张美图终于新鲜出炉！快来看看最高
奖金高达8888元的照片长什么样！

本次四川省旅游宣传促进中心和
成都商报邀请了三位专业评审参与评
奖，他们是《中国国家地理》特约编辑
刘乾坤、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冉
玉杰、四川省艺术摄影协会副主席曹
铁。几位专家表示，此次大赛参评的作
品众多，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品，

“我心中”“四川金秋”“新景观”这几个
要素又给了创作者极大的发挥空间，
选手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创作为四川
金秋献出了一幅幅珍贵的图画，不拘
一格，非常可贵。100张四川金秋美图
将全部进入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四
川旅游宣传资料库，用于宣传咱们的
四川旅游。有多名选手有多幅作品入
选哦，恭喜他们！

▲长坪沟 摄影：杨苏铁
评委点评：雪峰巍峨、水面宁静、倒影完美，形成大气壮阔的视觉效果；运用多种拍

摄技巧，慢门拍摄形成柔化的流云，山峰的旗云更增添了画面的气势，摄影语言丰富，时
机把握、机位选择、光线色彩运用都很成熟，高海拔艰苦环境也看出拍摄的难度。现在极
高山摄影有很大的群体，这样的图片呈现出的是四川的“秋”在高海拔地区的表现状态。

◀成都的秋天 摄影：唐铭
评委点评：同一个景观，有多

少个角度？摄影师如果不能充分
发挥想象力，图片就永远超越不
了眼之所见。照片中的女孩，她本
身看银杏的角度已有新意，俯拍
下得到的构成关系，更应了征稿
要求中“我心中”这一定义。虽然
现在使用航拍器不算新鲜，但在
此时此景能够飞到此位，必须是
心中有数。视角独特、构图新颖，
有想法、有个性，红衣女孩躺在地
上形成抢眼的视觉中心，银杏环
抱，很有浪漫的氛围，视角一变让
普通场景也变神奇。

▲格聂神山 摄影：鄢长青
评委点评：好照片不仅依赖于景点的漂亮，还依赖摄影师的表现能力。

画面以大面积冷调衬托金色的山峰，展现高原的雄奇险峻和气象万千的精
彩。摄影师利用剪影的斜线与受光的山体形成了呼应关系，夕阳为秋天的
大地铺开了最后一抹阳光，显得宁静，又彰显了山地景观的厚重雄浑。

一等奖：
（奖金8888元）

二等奖：2名
（每名奖金1888元）

三等奖：3名（每名奖金888元）

评委点评：枝
条如墨线，树叶施
重彩，雾气涌来既
拉开树与树之间的
距离，也协调了画
面的浓淡变化。对
象均为阔叶林，也
给大家一个启示：
四川的美景，不只
在高原。

评委点评：作
品景观完整、场景
大气，下面是秋色
中的中路藏寨碉
楼，远处是巍峨的
墨尔多神山，第一
缕阳光把山顶染上
了红色，天空映照
着彩霞，仿佛藏寨
山村将要被唤醒。

▼光雾山云雾 摄影：陈洪波

▼丹巴中路秋色 摄影：蒋亚毅

▼乡城县清晨 摄影：方健康
评委点评：乡城

的白藏房布满了山
野，点缀淡淡秋色和
炊烟袅袅，远处山峦
叠嶂，层次分明，画
面色调统一、光线柔
美，充满诗情画意。

优胜奖：94名
（每名奖金88元，名
单见今日“成都出
发”微信）（注：以上
奖金均为税前）

评委/

领奖
须知

周立波持枪涉毒案在美开审
被控5项罪名 当庭拒绝认罪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
息，“卡尔·文森”号航母打
击群4日至5日携6000
名官兵正式开拔。

■通过频繁向西太平洋
派遣第三舰队航母，美国
海军事实上已经在西太
平洋维持了“双舰队”的
存在。对于“第三舰队前
移”战略，美海军高层官
员毫不讳言这一举措是
针对朝鲜。

■除将第三舰队赴西太平
洋常态化以外，美军新近
还将”准航母”两栖攻击舰
“黄蜂”号划拨第七舰队，
进一步加强海军在东亚的
军事实力。

/

第三舰队前移 针对朝鲜？
美航母“卡尔·文森”号再赴西太平洋

“前移”战略
在西太平洋维持
“双舰队”的存在

在“第三舰队前移”战略下，去年美国
航母在西太平洋比较活跃。“尼米兹”号航
母在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途中两次经过西
太平洋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
习；“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去年10月从
圣迭戈起航前往中东途中经过西太平洋。

去年6月，“卡尔·文森”号航母和驻扎
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第七舰队航母“罗纳德·
里根”号进行联合演习；去年11月，“尼米
兹”号和“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以及“罗
纳德·里根”号航母在日本海进行了罕见的

“三航母”联合演习，被外界看做是华盛顿
对平壤的秀肌肉之举。

通过频繁向西太平洋派遣第三舰队
航母，美国海军事实上已经在西太平洋
维持了“双舰队”的存在。对于“第三舰
队前移”战略，美海军高层官员毫不讳
言这一举措是针对朝鲜。

美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去年早
些时候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第三舰队正式
实施“前移”战略之前同第七舰队进行长时间
磨合，以保证能够良好配合。

“黄蜂”出击
世界上吨位最大的
两栖攻击舰

除将第三舰队赴西太平洋常态化以
外，美军新近还将”准航母”两栖攻击舰

“黄蜂”号划拨第七舰队，进一步加强海军
在东亚的军事实力。

“黄蜂”号是目前美国主力的“黄蜂”
级两栖攻击舰首舰，其威力不可小视，在
新一代“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服役前，

“黄蜂”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的甲板可供直升机
以及可垂直起降的F-35B战斗机使用。

“‘黄蜂’号加入第七舰队，意味着我
们最先进的海空战斗平台在一线服役。”

“黄蜂”号舰长安德鲁·史密斯上校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 （新华社）

近日，美国第三舰队航母
“卡尔·文森”号从圣迭戈海军基
地起航，开赴西太平洋执行任务。
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美国海

军推出“第三舰队前移”战略，在
过去一年中将原本主要在东太平
洋活动的3艘航母先后派往西太
平洋。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4日
至5日携6000名官兵正式开拔，
打击群长官约翰·富勒在一份声
明中说：“我对本航母打击群承
担越来越多的任务表示期待，我
们为执行任务已经进行了足够
的训练。”

此次和“卡尔·文森”号一同
前往西太平洋的美军舰船还包
括“张伯伦湖”号导弹巡洋舰、

“迈克尔·墨菲”号导弹驱逐舰、
“韦恩·梅耶”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超过 70 架飞机。美方没有公布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执行

任务的内容以及时间表。
美国海军于2015年首次提

出“第三舰队前移”战略，2016
年派遣 3 艘驱逐舰赴西太平洋
执行任务。2017 年 1 月，“卡尔·
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赴西太平
洋，实现在这一战略下航母打击
群首次跨战区执行任务。当时，

“卡尔·文森”号航母游弋范围南
至新加坡，北至朝鲜半岛以东水
域，多次穿行中国东海、南海等
水域。“卡尔·文森”号去年6月1
日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
演习后，于6月下旬返回圣迭戈
军事基地。

再赴西太/
未公布执行任务的内容及时间表

问：请介绍武警部队旗的寓意？
吴谦：中央军委决定授予武警部

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旗”，是为
了更好地激励武警部队官兵履行新
时代使命任务，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

武警部队旗的寓意：武警部队旗
上半部保持八一军旗样式，寓意武警

部队诞生于人民军队的摇篮，传承着
红色基因，表示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
人民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下半部镶
嵌三个深橄榄绿条，代表武警部队担
负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海
上维权执法、防卫作战三类主要任务
及力量构成。

（新华社）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答：

武警部队旗
有何寓意？

武警部队旗 图据国防部官网

当地时间2017年6月12日，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太平洋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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