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蔡矜宜 ）今天距离2015国
际篮联亚洲篮球锦标赛还有8天，赛事倒计时暨签约授牌仪
式在长沙举行。

9月23日至10月3日， 男篮亚锦赛将在长沙的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进行，伊朗、韩国、日本等来自
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参赛。省体育局局长李舜透露，
本次比赛的球票销售情况十分火热，“目前中国队小组赛阶
段球票已基本售罄，中韩大战更是早早就一票难求。”

赛事组委会副主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和平介绍了
本届赛事的媒体报名情况， 并对报道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
截至目前， 经亚篮联官方确认报名的境内外记者共375名，
其中国内媒体105家， 记者239名。“本届男篮亚锦赛是我省
有史以来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大赛，也是湖南人民对接亚
洲、拥抱世界的平台和窗口。在男篮亚锦赛这个舞台上，大家
都是双重身份，既是记者也是东道主，搞好新闻报道的本职
工作固然重要，当好东道主传播正能量更重要。”

仪式上， 赛事组委会与大连华尔祥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等赞助企业以及长沙顺天凯宾斯基等6家接待酒店签约并
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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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108 6 5 5 6 7 4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8556519.9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51 4 9 4
排列 5 15251 4 9 4 3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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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亮

对于恒大队的晋级， 外界赛前一
致看好， 但比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波澜不惊。

刚刚结束的中超赛场上， 恒大队
3球完胜争冠对手上海上港队。 亚冠
上回合面对柏太阳神队， 恒大队则是
3比1完胜， 面对本场比赛他们可谓既
春风得意， 又占据心理优势。

但比赛中， 恒大队开局不利。 第
12分钟， 柏太阳神队罚出任意球， 克
里斯蒂亚诺一记甩头攻门叩开恒大城
门。

有趣的是， 柏太阳神队主帅吉田
达磨赛前曾表示： “第一回合输球
了， 但我们不会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
比赛。 我们上一场也发现了恒大的一
些弱点， 我们会针对恒大的弱点去进
行打击，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

不过， 随着比赛的进行， 实力占
据优势的恒大队慢慢进入状态， 逐渐
掌控了节奏， 进球也不期而至。

第30分钟， 郑智传球至禁区前
沿， 黄博文不等皮球落地， 抡起左脚
凌空抽射， 皮球应声入网。 黄博文这
记世界波， 与法国球星齐达内在2001
年的欧冠决赛进的那记远射十分相
似。 上回合黄博文制造了一粒对方的
乌龙， 本场比赛又攻入远射， 延续了
其擅踢亚冠的“传统”。

余下的比赛双方都有机会， 但均
未能实现破门， 1比1的比分被保持到
最后。

回顾整场比赛， 恒大队遇到了一
定挑战， 不过还是掌控了局势。 与上
回合客场3比1的胜利相比， 主场的1
比1或许不够好看， 但在连续征战的
情况下有如此表现， 同样难能可贵。
两回合4比2的大比分也客观说明了两
支球队的实力对比。

顺利进入亚冠4强后， 恒大队可
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中超联赛中， 向
其连续第5个中超冠军冲击。

9月12日，恒大队3球完胜中超争冠对
手上海上港队，重返联赛榜首。3天后的亚
冠赛场，他们又1比1战平柏太阳神，两回
合4比2如愿晋级4强。

不得不服，恒大队真的牛。
本赛季，连续的引援以及中途换帅曾

让恒大队遭到质疑。但战至赛季末段，“蓦
然回首”，排名中超榜首的还是恒大队。亚
冠上，他们也依然是中超独苗。

恒大队凭啥这么牛？仅仅是金元足球
的威力吗？

从中甲开始， 恒大队一直保持大投
入，不断引入实力球员和世界名帅，让自
身保持了稳定的战斗力和持续的饥饿感。
加上连年称霸中超，亚冠多年洗礼，如今
的恒大队自信笃定、富有荣誉感、不轻言
放弃，闪烁着其他中超球队没有的气质和
底蕴。

看恒大队踢球， 总会觉得游刃有余，
球员心态也相当放松。即便落后了，同样
相信他们能够追回甚至反超比分。

但看看恒大队在中超的对手，国内或
许还能横一横，一踢亚冠就成“软脚蟹”。
在球队的投入和管理上，这些球队给人的

感觉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相当不靠
谱。

上赛季， 国安队一直紧追恒大队，惊
得后者一身冷汗， 今年就有点虎头蛇尾，
目前已退出中超争冠行列。大投入的上港
队本赛季战绩大幅提升，势头正盛，但争
冠关键战也会3球完败。曾4夺联赛头名的
鲁能队更有点不争气，如今年年只能争亚
冠名额，进了亚冠也年年沦为笑柄。

大街上的亮眼帅哥很多，有气质的成
功男人往往很少。 如今的中超很热闹，一
掷千金的球队越来越多， 但真正有底蕴
的，也就恒大队一支。

（上接1版）
做班子的带头人 ， 体现于

迎难而上 、 不怕事不躲事的担
当精神 。 尤其在原则问题上 ，
不怕得罪人， 敢于当 “灰太狼”，
不做 “喜羊羊”； 坚持原则、 认
真负责 ，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
剑 ，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 面对
失误敢于承担责任 ， 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做班子的带头人，就应当具
备“计利当计天下利 ”的奉献精
神。就应当牢记党的宗旨 ，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
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带头弘扬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争当改革的
急先锋、发展的实干家 ，要有敢
喊“看我的”、“跟我上”、“向我看
齐”的觉悟境界。

做班子的带头人，体现于凝
聚团结上的厚德载物。 古人云：
“和为贵，顺为高 ”，团结和凝聚
班子成员“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
处使”，是“带头人 ”必备的重要

素质。 要坚持用事业凝聚团结，
注重用原则维护团结，突出用胸
襟保证团结，努力形成既有集中
又有民主、 既有纪律又有自由、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
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五 、 做班子的带头人 ， 是
时代的要求， 是人民的期盼。

当前，湖南正处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谱写
中国梦湖南篇章的关键时期，还

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改革发展
的任务依然繁重艰巨。历史赋予
的责任， 人民群众寄予的期望，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挥好
“带头人”的角色，做到讲政治心
有党、讲责任不懈怠 、讲担当冲
在前、讲奉献不忘本 、讲团结顾
大局，自觉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
任和使命，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
更加奋发有为。

“一个班长一面旗帜 ， 一

个班子一座堡垒 ” 。 主要领导
“做班子带头人 ”， 能拨亮一班
人的心灯 ， 起到引路作用 ， 让
一班人 “照着学、 跟着做”， 成
为形象标杆。

主要领导干部唯有自我加
压 、 自我砥砺 、 自我提升 ， 才
能在时代的奔跑中始终居于班
子的 “带头人 ” 位置 ， 才能在
扎实推进 “四个全面 ” 战略布
局中， 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
始终无愧为 “领头雁”、 “火车
头” 和 “主心骨”。

（执笔： 奉清清）

做班子的带头人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王亮）2015年第28届亚洲男
子篮球锦标赛即将于9月23日在长沙开幕， 湖南的篮球迷已
经开始进入迎接男篮亚锦赛的节奏。9月16日，志在夺冠的中
国男篮将在中午乘坐飞机抵达长沙，本报客户端“新湖南”也
组织了球迷团前去接机，为中国男篮加油。

对中国男篮来说，本届男篮亚锦赛格外重要。本届亚锦
赛事关2016年里约奥运会， 只有夺冠才能获得直通门票。2
年前的亚锦赛，中国男篮小组赛先后不敌韩国和伊朗队，8强
赛更以18分之差输给中华台北队，最终仅名列第5位。本次亚
锦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可谓一次救赎之旅。

提前一周抵达长沙进行备战，可见中国男篮对比赛的重
视，中国男篮也是赛会首个抵达长沙的球队。据了解，到达长
沙后，中国男篮很快就会投入到训练中，对场馆、天气进行适
应。

9月16日的亚冠8强赛次回合比赛， 主场
作战的恒大队在落后1球的局面下， 凭借长沙
伢子黄博文的惊天一射，1比1战平柏太阳神
队，两回合4比2晋级亚冠4强———

恒大晋级 拒绝悬念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有底蕴才是真的牛
王亮

图为恒大队球员黄博文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男篮亚锦赛进入倒计时

中国男篮今日空降长沙

上百家媒体聚焦男篮亚锦赛

场外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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