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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北京时间12月19日上午，NBA
湖人队利用主场迎战勇士的中场休
息时间， 为效力球队20个赛季的科
比举行8号、24号球衣退役仪式。这
位NBA“紫金王朝”的缔造者正式将
职业生涯定格。

当比赛中场休息的哨音响起，斯
台普斯中心的球迷集体高喊科比的
名字，球衣退役仪式正式开始。科比
的妻子与三个女儿始终陪伴在其左
右，众多NBA传奇来到场边，包括比
尔-拉塞尔、贾巴尔、奥尼尔、艾弗森、
费舍尔等人。“科比是身穿紫金战袍
最好的球员，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
下一个科比。”“魔术师”约翰逊已是
湖人篮球运营总裁的前NBA巨星，他
亲自担任了这场仪式的主持人。

20年NBA职业生涯，8号与24
号两件球衣连接着不同阶段的科
比。1996———2006年，身披8号球衣
的科比帮助球队实现2000、2001、
2002年“三连冠”，“紫金王朝”自此
建立。2006年， 他在对阵猛龙队的
比赛中砍下NBA史上单场得分第
二高的81分。2005-06赛季结束后，
科比正式步入“24号生涯”，在此期
间， 他帮助湖人在2009年、2010年
蝉联总决赛桂冠， 且均当选总决赛
MVP。除此之外，他18次入选全明
星，15次入选最佳阵容，33643分的
生涯总得分位列NBA历史得分榜
第3位。2016年4月14日，37岁的科
比在对阵爵士队的比赛中砍下60

分，这也成为他的“最后一役”。
年少轻狂， 年青激进， 年迈老

成。 如果说8号球衣折射科比从球员
到球星的蜕变， 那么24号球衣则见
证了他作为球队“核心” 与“领导
者” 的角色定格。 身着过2件球衣的
他在每个阶段的表现都堪称经典。
“科比， 我们决定同时退役你的两件
球衣， 是因为如果把这两个阶段分开
成两个球员， 这两个球员都有资格入
选名人堂。” 湖人老板珍妮·巴斯在
退役仪式的致辞中说道。

“并不是说两件球衣升起，我就
有多大的成就。球衣本身只是球衣，
但退役球衣代表着一种精神， 值得
我们去发扬， 激励球队在未来20年
比过去20年更好。”在球衣“上升”之
前，科比在众人瞩目中致辞。

当8号和24号两件紫金球衣升
上斯台普斯中心球馆的上空， 科比
成为湖人队史上第十位享有退役球
衣荣誉的球员， 也成为了NBA历史
上唯一一位在同一支球队同时退役
两件球衣的球员。

不是告别
周倜

美国洛杉矶湖人队斯台普斯中心，科
比看着自己的8号与24号球衣缓缓上升。它
们的“远去”，无声地宣告着“黑曼巴时代”的
终结，也带走了一批80后NBA球迷的青春。

这毕竟只是仪式。 安静悬挂的球衣
背后，有种精神，一直飘扬。

5枚总冠军戒指 ， 两届总决赛的
MVP，他是荣耀的王者。过去20年里，让
人回味的是他巅峰时单场81分的缔造，
更是一年零8个月之前他在“垂暮”时退
役之战仍入账60分的“绝响”。

凌晨4点的洛杉矶见证了他的每一次的
坚韧与奋进，20年一路荆棘刻下他所有的跌
宕起伏，他是永不服输的“黑曼巴”。 他在场
上的每一份专注感染着对手，他永不知疲倦
地拼搏激励过每一位曾经的篮球少年，这些
都是那远去的球衣带不走的永恒瞬间。

球衣“向上”，是球员人生上半场的终结，
而球衣之下，是无数希望与活力的崭新开启。

10个月前的2月4日，姚明的11号球衣也
永远悬挂在了美国休斯顿火箭队的丰田球
馆上方， 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篮协新任主席；
12月17日，巴西球星卡卡宣布退役，未来他
或将加入AC米兰球队管理层……曾经令人
疯狂的竞技者离竞技场渐行渐远，但又离这
份自己认定一生的事业越来越近。

科比亦如此：他编剧的动画短片《亲爱
的篮球》甚至得到了奥斯卡的提名；进入商
界的他成为商海之中搏杀的大鳄， 涉及运
动、影视等各领域；回归平静的他出现在球
队训练营之中帮助后辈进步……这是20年
超级球员身份对他的馈赠， 也是他骨子
里拼劲的延伸。

转瞬即逝的20年光阴，安静悬挂的两件
球衣，不是告别，是新生。

“双十生涯”定格“双衣传奇”谢幕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
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

要意义。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等改革，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
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加快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
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意见》明确，要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

经济社会发展，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
入各项政策；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布
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业和人口
集聚区集中；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国家创新
体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紧密对接产
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力支持
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络
安全、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建设；健全需
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机制，强化就

业市场对人才供给的有效调节，严格实行
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
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
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深化“引企入
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
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校
企合作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鼓励企业
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倜）
历时一个多月、 经过百余场比赛角逐，
2017赛季长沙青少年篮球赛12月17日在
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篮球馆落幕。

本赛季长沙青少年篮球联赛由长
沙市湘北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

执行，设U8组、U10组、U12组三个参赛
组别，共有31支队伍参赛。

经过层层角逐，博才阳光实验小学
公牛队获得U8组冠军， 博才阳光小学
四年级队获得U10组冠军，U12组冠军
由桂花树小学获得。

2017长沙青少年篮球赛收官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
倜 ） 长沙市垂钓运动协会2017年总
结表彰会暨会员赛12月17日在长沙
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垂钓基地举行。

当日的会员赛吸引了110多名会
员参加。 最终， 沈幸愉夺得冠军，

张志强、 陈波分别荣获第2、 3名。
此外， 会上还表彰了一批优秀会员。

为积极拓展垂钓普及面， 推进
垂钓运动正规化， 长沙市垂钓运动
协会今年共举办了8次大规模的垂钓
大赛。

长沙市垂钓运动协会会员赛举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涉华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表示， 中
方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方战略意图， 摒弃冷战思维和
“零和” 博弈等过时观念。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18
日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有多处批
评， 把中国等称作是美国利益的竞争者。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充满信心。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 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成功之路。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是
举世公认的， 任何人、 任何国家想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

华春莹表示， 作为两个大国， 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
怪。 对此， 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 采取建
设性方式妥善处理。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方战略意图，
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 博弈等过时观念， 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外交部回应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内容：

摒弃过时观念
否则损人害己

场外任意球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49 9 4 1 7 1 1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46 1 0 3
排列 5 17346 1 0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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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544

� � � �为进一步扩大网络举报工作的覆盖面， 推动更多的网站规
范开展网络举报工作， 接受公众监督，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
信息举报中心近日组织包括摩拜、 唱吧、 中华英才网、 时光
网、 梨视频等在内的共818家网站和互联网新应用平台向社会
统一公布举报受理方式。 这是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向社会统一公布的第四批网站举报受理方式， 目前， 全国
统一向社会公布举报受理方式的网站已达1619家。

（均据新华社电）

818家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
举报受理方式

� �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19日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
已批准新一批4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再扩围至84个。这一
轮包括库克群岛、瓦努阿图两个域内成员，和白俄罗斯、厄瓜多
尔两个域外成员。据了解，这4个意向成员加入获批后，还需走完
国内法定程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行后，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好友数增至84个
亚投行“朋友圈”再扩大

� � � � 中央决定全面推行河长制一年来， 全国已明确省市
县乡四级河长近31万名， 其中省级河长331名， 全面推行
河长制总体进展超出预期。 记者19日从水利部获悉，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
见》 一年来， 省级、 市级、 县级河长制工作方案全部印发实
施， 98%的乡级工作方案已印发。 除新疆外， 30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四级河长制工作方案全部印发。 23个省份明确
今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明确331名省级河长
河长制进展超预期

� � � �图为科比与家人、 嘉宾在退役仪式上。 新华社发

湖人队退役科比8号、24号球衣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