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公开赛

男乒全军覆没敲响警钟
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公开赛男单比赛中

全军覆没， 几乎全主力出战的中国男乒无一打进决赛令人
颇感意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结果也给中国队敲响警
钟，对于志在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一次失利并
不可怕，及时找到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德国公开赛是本赛季国际乒联巡回赛最后一站白金赛
事，中国男乒也派出了张继科、樊振东、许昕、林高远等多名主
力出战。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张继科首轮即被名不见经传的葡
萄牙选手淘汰，樊振东、许昕、林高远三人打进八强，但许昕0
比4惨败于韩国选手李尚洙之手，林高远则继世界杯之后再度
被德国老将波尔淘汰， 唯一打进四强的樊振东在半决赛3比4
不敌新科世界杯冠军、德国名将奥恰洛夫。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奥恰洛夫还是波尔，这一新一老
两位德国名将本身就具备和中国一流好手“掰手腕”的实力。

另一方面，中国男队目前也正处于新一轮奥运周期刚开
始的“阵痛”阶段，在里约奥运会后，深受伤病困扰的张继科
就一直打打停停，新一代男乒领军人物“接班人”的樊振东，
显然还没有达到前辈们的高度。

一次比赛的输赢，对国乒来说其实并不可怕。今年亚锦
赛上女乒也曾被日本小将平野美宇连续击败“抢走”冠军，一
时令人惊呼“狼来了”，但在对对手进行针对性研究后，亚锦
赛后的几次交手，中国选手再没给平野美宇和日本队爆冷的
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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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

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在同中外
记者见面时，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
“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
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
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这是世界第一
大政党对于自身的清醒判断， 也是即将
走过百年的政党面向未来的豪迈宣言。

“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腐没有休止
符 ” “把作风建设抓到底 ” “关键就在
‘常’、‘长’二字”……过去5年，党的建设
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党在革命性锻造
中更加坚强 ， 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
力”。仅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5年间处理

的党员干部就达25.6万人， 党风政风焕
然一新。回头再看“打铁还须自身硬”的
誓言，一个结论更加清晰：正是不断的淬
火、时时的磨砺，提振了党心、唤起了民
心，凝聚起了亿万人民的磅礴之力，推动
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

“古之立大事者 ， 不惟有超世之
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号巨轮，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辉煌成就背后，是不懈
奋斗的顽强意志， 是一以贯之的实践品
格。“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这是认
识论、方法论，更是精神气质、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赶考’远未结
束”，反复强调“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
袖子加油干”，如今又谆谆告诫不能“喘
口气、歇歇脚”，就是要警示全党，拿出久
久为功的韧劲，拿出驰而不息的精神，守

成者没有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
为什么不能喘气歇脚？ 因为躺在了

功劳簿上、 停留在成绩单里， 就丢掉了
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丢掉
了邓小平所说的那么 “一股子气呀、劲
呀”。全面从严治党固然不能“一篙松劲
退千寻”，一切工作又何尝不要“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时间表提前15年， 确立新的第二
个百年目标，这也是为了激励全党，奋斗
无止境，复兴路正长。今天的中国，可以
自豪但不可以自满， 应该自信但决不能
自负，埋下头一锤接着一锤敲，俯下身一
步紧跟一步行，才能让新时代有新气象，
在新征程有新作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经济总量达
到80万亿元，我们不能忘记，任何数字都

要先除以13亿；当“复兴号”动车组疾驰
如风，我们仍需看到，还有4000多万人要
走出贫困。站立于新的历史方位，孜孜以
求、一鼓作气，就会乘风破浪、势如破竹；
安于现状、消极怠惰，必将不进则退、错
失机遇。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
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我们尤
须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
进行着今天的奋斗， 更要开辟明天的道
路。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始终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 我们就一定能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
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载11月
14日《人民日报》）

省直机关气排球
联赛举行全明星赛
网络投票超过120万人次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
2017年湖南省直机关气排球联赛全明星
赛12日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举行， 标志着
持续了近3个月的联赛收官。据介绍，今年
的联赛有超过120万人次的网络投票，在
省直机关和气排球爱好者中成功“刷屏”。

本届省直机关气排球联赛由省体育
局主办，省排球协会、省直机关职工文体
协会承办。联赛8月26日拉开帷幕，共有
来自省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56支代表
队、1200多名选手参加。

本次联赛“比赛＋线上互动” 并行，
各项最佳由网络投票产生， 同时增设全
明星赛， 由网络票选人气选手进行联赛
的“收官之战”。 最终有超过120万人次
在线投票， 省交通厅队以较大优势成为
最具人气球队， 来自机场集团队的陈婷
南以22000多票加冕“人气王”。

全明星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最具人气
球队省交通厅队以及全明星个人投票前
10名选手， 最终全明星队以2比1战胜省
交通厅队，为联赛画上圆满句号。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再辉表示：“今年
是第一次举行省直机关气排球联赛，比赛
很精彩，模式也有所突破，关注度很高。以
后联赛每年都要举行，还要把参赛面进一
步扩大，吸引更多单位参赛，把联赛办成
我省全民健身的精品赛事。”

� � �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亮）
“全民健身挑战日———健康湖南动起
来”湘潭站和郴州站11日至12日火热进
行，很多市民受到现场参赛选手的激情
感染，纷纷加入各项挑战。

湘潭站活动在东方红广场和滨江中
路“城市之光”同时举行，活动在公共体

育场所展开，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城市荣
誉感。湘潭市民莫湘云被“单挑王”的呼
啦圈项目吸引，现场报名加入竞争队伍。
她告诉记者：“看到这么多人一起PK，自
己也忍不住想挑战一下， 说不定能代表
湘潭与其他市州的朋友较量一把。”

由于下雨，郴州站主会场设置在北

湖公园和腾飞体育馆，活动现场氛围热
烈，参与人数众多。“单挑王”平板支撑
现场，民间高手许其盛支撑时间达到惊
人的4小时，现场群众叹为观止。

18日和19日，“全民健身挑战日”将
来到岳阳和怀化，最终的总决赛将于12
月3日在益阳进行。

长沙举行YBL青少年篮球联赛

31支队伍里还有1支女队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通讯员 罗学尧）2017赛季长沙

YBL青少年篮球联赛11日在长沙市桂花树小学开幕， 比赛
吸引了31支队伍、600余人参赛。

本次联赛由长沙市湘北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执
行， 比赛分U8、U10和U12三个组别。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U12组别里还有一支女队———桂花树小学女队，她们也是31
支队伍里唯一的女队。 其教练匡迎告诉记者：“队员训练特
别刻苦，在刚结束的长沙市九运会篮球比赛中，我们获得女
子组冠军，我们希望在本次比赛中同样取得好成绩。”

桂花树小学校长刘晓莉介绍， 该校目前配备专职体育
教师、篮球教练9人，外聘教练员3人，全校篮球训练队员400
余人。为了促进学校篮球发展，学校于去年6月20日成立长
沙市桂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 � � �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乐国辉 王蓉 ） 13日下
午， 来自中国路路达润滑油车队的车
手荣盼盼以4分21秒53的成绩， 获得
2017“富硒之乡 南有新田” 湖南·新
田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女子组决
赛冠军。 至此， 为期3天的2017湖南·
新田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落下帷
幕。

湖南·新田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
赛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新田
县委县政府主办。 这也是位于新田县石
羊镇的南国武当山赛车基地举办的首场
国家级赛事， 共有30余支车队82名车
手参赛。 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赛事采
取6车同时、 错位发车的方式。 为了增
加比赛的悬念， 还设立了“霸王圈”，
也就是每一位车手在当天的比赛中， 有
一次抄近道的机会。 本次赛事竞争激
烈， 决赛由CCTV-5全程直播。

作为国家顶级越野赛事， 中国汽
车场地越野锦标赛 （COC） 创办至今
已经15年， 累计举办135场赛事。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⑦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新田落幕

“全民健身挑战日”走进湘潭郴州

� � � � 11月13日下午，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在新田举行， 图为赛车在赛道中翻越
障碍。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下期奖池：4363865130.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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