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矜宜

决战重演 、马德里德比 、齐达内VS
西蒙尼、 点球大战……当这些关键词全
部凑到一起，无疑当今足坛出“大事”了。
而对于 “必须熬夜才能幸福” 的中国球
迷，错过欧冠决赛这样一场盛宴，就等于
错过了整个赛季！

竞技体育的残酷，在于“胜者为王”，
人们往往只会记住冠军是谁。但这一夜，
朋友圈、微博、贴吧……更多人把掌声献
给了亚军———西蒙尼率领的马竞。

两年前的决赛， 异军突起的马竞距
离欧冠奖杯只差最后几秒钟， 可实力更

胜一筹的银河战舰笑到了最后。 马竞留
下些许遗憾，却也实至名归。两年后，床
单军团卷土重来誓要复仇，他们血拼近3
个小时， 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中输给
了命运，再次目送皇马捧杯。这一次，西
蒙尼和他的马竞更增添了许多悲情。

在引援投入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西蒙
尼能带队杀进欧冠决赛已是一种“奇迹”，
几乎用 “一手牌” 征战了整个淘汰赛阶
段———连克荷甲冠军埃因霍温、西甲“双
冠王”巴萨和德甲巨头拜仁……决战中再
次面对银河战舰，同样不惧你N亿身价，曾
多少次捧杯。西蒙尼打造的“铁血战骑”在
比赛中充满侵略性，凭借他们不抛弃不放

弃的精神、简练实用的打法，战斗到最后
一秒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西蒙尼用
他的身体语言鼓舞着马竞的队员和球迷，
一位解说将他形容为球场的“DJ”，随时牵
动所有人的情绪。

于悲壮的床单军团， 格列兹曼罚丢
点球是遗憾，没能乘胜追击是遗憾，胡安
弗兰最后失之毫厘更是遗憾………然
而 ，120分钟+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 ，他
们拼尽最后一颗子弹，倾其所有，又何以
为憾。这就是欧冠，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于第11次捧杯的银河战舰， 胜利也
绝不止是幸运。 能够拿下这场针尖对锋
芒的对决，离不开球队深厚的底蕴、齐达
内的战术指挥，以及他们“永远赢不够”
的豪门气质！

这一夜，欧冠诞生了冠军，却没有失
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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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
准，为帮助广大官兵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
席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中央
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织编
印了《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
论述摘编》。该书内容，摘自习主席2012年
1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的讲话、 批示等重
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习主席改革强军重大战
略思想。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发《关

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的通知》，对部队学习
使用提出要求。

通知指出，认真学好用好《习近平关于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对于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进一步凝
聚拥护支持改革的意志力量， 为改革强军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要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贯彻习主席
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不断激发学习贯彻的热情动力，引导
广大官兵在系统学习、领悟要义、看齐运用
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坚定信心、凝聚意志，
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自觉拥护改革、支持
改革、投身改革。

通知要求，要把《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作为党委中心
组学习、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基本教材，有计划地组织学习。
要针对官兵认知特点， 用官兵听得进的话
语、 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理论讲生动讲明
白，在潜移默化中入心入脑。要围绕官兵关
注的热点问题搞好阐释解读、答疑解惑，帮
助官兵深化理解。 军队新闻媒体要加大宣
传力度，不断浓厚学习氛围。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印发部队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8日电 经过7个多小时的艰
苦工作， 国际空间站上的首个试验性充气式太空舱在
28日的第二次充气尝试中成功展开。这个“充气房”被
看作未来人类探索深空的栖息地雏形。

当天的工作从美国东部时间9时4分（北京时间21
时4分）开始，由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杰夫·威廉斯负
责给这个名为“比格洛可展开活动模块” 的太空舱充
气，整个过程由美国航天局官网直播。鉴于微重力环境
与地面完全不同，为确保安全，威廉斯每次只把充气阀
门打开很短时间，最长30秒，最短只有1秒，然后观察一
段时间。 人工充气工作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时10分
（北京时间29日4时10分）全部结束。

今年4月初，“比格洛可展开活动模块”搭乘“龙”货
运飞船飞抵空间站。 在5月26日的第一次充气尝试中，
地面人员发现其大小未随着内部压力读数的升高而增
加，随后叫停了此次任务。

美国航天局说，充气式太空舱由柔软织物制成，重
量轻，在运载火箭内占用空间小，但膨胀后可供利用的
空间大，人类未来到月球、小行星、火星乃至其他太空
目标的旅行都可能用得上。

国际空间站
首个“充气房”成功展开

国际观察

普京希腊行：
一场着眼去制裁的公关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结束了对希腊为期两天的访
问。希腊是普京今年访问的首个欧盟国家，在欧盟内部就
对俄制裁问题出现新动向之际，此访颇受外界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俄方近来在外交领域加紧行动，意
在推动欧盟早日取消对俄制裁， 但这些努力能否取得
效果，目前还很难说。

普京此行会见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和总理齐
普拉斯。双方签署了在能源、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并发表了关于加强双边关系的政治宣言。

俄罗斯是希腊的重要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集中在能
源领域。随着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
的先后爆发，两国找到更多利益契合点，关系更加密切。

从经济方面看，虽然俄罗斯自身面临困境，无法向
希腊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但仍有意收购希腊一些资
产并提供贷款。从政治方面看，对俄罗斯来说，与希腊
走近可以增强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希腊
来说， 该国一直对欧盟在债务问题和难民问题上的苛
刻要求感到不满， 因此希望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
来抵御欧盟的压力。

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的制裁措施将于7月
到期，目前各成员国正在就是否延长制裁协调立场。分
析人士认为，普京此次访问希腊，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推
动欧盟终结制裁。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欧关系跌至冰点。关于俄欧
关系中最关键的制裁问题，普京在希腊表示，如果西方
取消对俄制裁，俄罗斯也会立即取消对西方的制裁。这
番表态无疑是针对那些因为俄欧相互制裁而遭受损失
的欧盟国家，希望它们推动欧盟解除制裁。

虽然希腊并非欧盟大国， 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
发挥重大作用，但俄罗斯希望借助希腊表明立场，进而
影响其他欧盟国家。普京表示，希腊不可能清除欧盟内
部的官僚主义，但可以在欧盟决策中发挥作用。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日前表示， 在对俄制裁问题
上，欧盟内部的分裂正在加剧，反对延长对俄制裁的声
音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俄罗斯一直在想方设法缓和
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主动介入叙利亚局势，打
破西方对俄的孤立政策； 另一方面积极在欧盟内部游
说公关，不断释放善意。俄罗斯还试图在欧盟和美国之
间打入楔子， 劝说欧盟不要追随美国因乌克兰问题而
对俄所持的强硬立场。

就在普京访问希腊前，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访问
了匈牙利。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围绕取消制裁进行的外
交努力不会很快奏效。 从不久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释
放的信号来看，欧盟今年夏天可能不会加大对俄制裁，但
有可能会继续延长制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凝聚改革强军的意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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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29日晨， 欧冠决赛在米兰经过
近3个小时较量分出胜负，皇家马德里通
过点球大战以6比4的总比分（90分钟和
加时赛1比1，点球5比3）击败同城死敌马
德里竞技，再次登上欧洲之巅。

这是皇马第11次捧起欧冠冠军奖
杯，这样的战绩无人能及，而这也是他们
3年内第二次在决赛中击败马竞称霸欧
洲。皇马主帅齐达内成为欧冠历史上第7
个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拿到冠军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 当两支马德里球队会
师本赛季欧冠决赛时， 就意味着无论哪支
球队夺冠，都将使马德里超越米兰的10次
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足坛第一城。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
今天上午，首届湖南全民电竞日之“电竞
湘军·梦想起航” 主题活动在长沙举行，
200多位电竞爱好者参与启动仪式，并现
场体验虚拟游戏。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指导， 省电子

竞技协会、长沙市体育局联合主办，旨在
通过资源整合， 打造一套完整的产业生
态系统。活动中，电竞行业、电竞高校、电
竞跨行业三大联盟正式成立并授牌。据
悉，此后每年的5月29日将成为我省的电
竞特色主题节日， 与年尾的湖南电竞年

会相呼应，将电竞活动贯穿全年。
省电子竞技协会主席王晃介绍，湖

南是职业电竞选手的重要输出地， 素有
“电竞之乡”的称号。“三大联盟的成立标
志着湖南开始形成完整的电竞生态产业
链，有利于更好的整合资源，搭建湖南电
竞大平台。” 而作为湖南电竞人的大本
营，省电子竞技运动中心也于当日启用。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通
讯员 康蒙） 今天上午，“face� to� face”亲
子公益跑在长沙橘子洲风景区举行，千余
名公益使者、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一起
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万
的拓维教育精品在线课程和30万元助学

金。知名主持人马可、沈梦辰也以“王牌爱
心特工”的身份来到现场，为爱领跑。

上午9时30分，全国各地赶来的公益
跑参赛者在橘子洲集结， 很多都是全家
集体出动。 本次活动设常规的个人跑和
亲子跑，分别是5km和2km，大人小孩一

起为爱奔跑。
每一位参与者到达终点，主办方就向

贫困山区学生捐赠价值1000元拓维教育
精品在线课程和300元助学金。最终，拓维
教育云课向湖南省龙山县召市民族中心小
学、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乡中心小学捐赠了
价值100万/年的拓维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旨在通过“互联网+教育扶贫”的方式，将优
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湘西贫困地区学校。

点球大战胜马竞

皇马第11次夺欧冠

首届“湖南全民电竞日”启动

亲子公益跑 助学一起来

� � � � 在29日进行的NBA季后赛西部决赛
中， 勇士队客场108比101战胜雷鸣队，从
而将总比分扳为3比3。 勇士队球员汤普森
（右）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千年等入盟？

土耳其称“羞耻”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22日曾就土耳其加入欧盟

进程半开玩笑地说，按现在的进度，土耳其加入欧盟可
能得再等上1000年。6天后， 土耳其副总理努曼·库尔
图尔穆什严词回应，称这种说法让人感到“羞耻”。

库尔图尔穆什称，土耳其正努力履行义务，满足欧
盟为土耳其享受到欧盟申根国家免签待遇所提出的条
件，但“土耳其并不依赖于欧盟”，“如果任何人说土耳
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会延续到3000年，这就是一种羞耻，
不是土耳其的，而是那些表达这种想法的人”。

土耳其早在2005年就与欧盟启动进行入盟谈判，
但谈判过程阻碍重重，土耳其的入盟努力历经挫折，目
前仍看不到突破迹象。根据欧盟与土耳其今年3月达成
的协议，土耳其以数十亿欧元补贴、免签待遇和重启入
盟谈判为条件，同意接收遣返难民和交换难民。针对欧
盟开列的72项条件，土耳其对其中绝大多数并无异议，
但对包括调整反恐相关法律在内的5条持保留意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场外任意球

掌声也献给马竞

� � � � 据新华社上海5月29日电 世界首台
AP1000核电机组———三门核电站1号机组
日前成功完成冷试， 全面进入系统联调阶
段。这标志着我国AP1000三代核电自主化
依托项目取得重要突破。

记者从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核工程有限
公司获悉，AP1000非能动压水堆核电技
术， 是我国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也是目前唯一
一项通过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最终设计批准
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据国核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冷试是核电站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主
要是对承压边界内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
部分辅助系统的设备/管道，在高于设计压
力下进行强度和密封性考核， 并对相关设
备和系统进行功能验证。

三门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
县， 项目规划分三期建设6台AP1000核电
机组，一期建设两台。目前，三门核电站的
生产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三门核电站1号机组
成功冷试
为世界首台AP1000核电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