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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王
亮） 中乙联赛第25轮比赛22日展开，
湖南湘涛华莱队在益阳主场以1比2
遗憾不敌江西联盛队。 本轮结束后，
湘涛华莱队战绩为10胜10平5负， 与
深圳雷曼队同积40分， 以胜负关系
的优势暂列第4位。

目前常规赛仅剩最后一轮， 除了
同积40分的深圳雷曼队， 排名第6的
苏州东吴队积分也有38分， 在前4名
才能晋级附加赛的局面下， 湘涛华莱
队末轮只有取胜才能确保4强的席
位。

湘涛华莱队与江西联盛上一次交
手2比2战平， 湘涛华莱队为了争夺
附加赛名额， 非常需要拿下这一场比
赛， 主教练孙卫也依照球员状态对阵
容进行了一些调整。

上半场进行到第25分钟， 江西
联盛右路传中， 18号魏景星头球破
门。 第33分钟湘涛华莱队再遭重创，
江西联盛19号徐辰30米外定位球直
挂死角。 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湘涛
华莱队球员有些急躁， 多次错失良
机。 孙卫在下半场换上袁露和谭斯
加强进攻， 在狂轰滥炸之下对方年

仅20岁的门将叶睿恒左扑右挡， 多
次化解威胁射门， 最后湘涛华莱队
依靠定位球由张浩头球破门， 但已
无力回天。

孙卫赛后表示， 这场失利给球队
的最后一轮增添了很大的压力， 对手
南通支云队也是一只强队。 湘涛华莱
队现在在防守和控制比赛方面有所进
步， 进攻端却出现疲软的情况， 需要
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湘涛华莱队第26轮的比赛将客
场挑战南通支云队， 比赛时间是9月
29日15时。

主场1比2不敌江西联盛

湘涛最后一轮需“破釜沉舟”

� � � � 9月23日， 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18中国羽
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
琼以2比0战胜队友张楠/李茵晖， 夺得冠军。图
为郑思维/黄雅琼（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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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日秋分节气这一天， 大江南北亿
万农民欢歌笑语， 以不同方式庆祝自己
的节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经
历春秋，汗水终于滋润出硕美果实，人们
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农，天下之大业也。22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极大地激励和鼓舞
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农业工作者。

“农民丰收节的设立、习近平总书记
的祝愿， 让我们深感党中央对农业、农
村、 农民的高度重视。 农业的前景很美
好，农村的天地很广阔，农民的未来也更
有盼头！”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
八一农场的农场主王志强激动地说。

23日一早，王志强就把450头“跑猪”
放出猪圈去山上撒欢。 夜里下了一场秋
雨，林间空气清润。“跑猪”的身影在苍翠
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不一会儿，来自益
阳、长沙等地的游客们到了，寂静的山林
热闹起来。正值中秋节假期，游客们远道
而来，就是为吃一口“高山跑猪肉”。这几
年，别人家的猪销售困难，王志强的猪还
没宰杀就被客户订走。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红旗种养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成在一片花生

地里查看收获情况。“花生陆陆续续开始
收了。今年长势非常好，收成非常理想！”
他说，“农民每年就是盼丰收， 所以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太有必要了！”

张成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农
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他对这句话印象最深，心情也格外振奋。

张成经营的合作社今年托管了3万
多亩花生地， 通过开展社会化服务得到
了大伙认可。 这几天合作社正在和村里
签订下一季的托管合同， 预计托管的小
麦面积将达到20万亩以上。

这一天， 沉浸在庆祝丰收节喜悦中
的还有湖北省随县淮河镇高庄村的陈国
忠。在当地庆祝丰收节的活动现场，他刚
刚享受了一场乡土文化的盛宴。

“唱唱跳跳好热闹，都是咱们农民自
己的节目，真有过节的气氛！”陈国忠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愿是对农民极大
的激励和鼓舞。“有了自己的节日， 有了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农民更有
干劲了。”

村里越来越多在外务工的乡亲们返
乡务农，镰刀锄头换成了大机器。而陈国
忠几十年来从未离开过家里的10多亩地，
家里种了10多亩水稻、1万袋香菇，每年收
入有5万多元。他还打算考个驾照、买台小

型货车。“路子越来越宽了。”他说。
“今年是农村改革4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4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也是
对小岗村的高度肯定。”安徽省滁州市凤
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在当
地庆祝丰收节的活动现场说， 习近平总
书记的祝愿让大家很激动、很振奋，在分
享五谷丰登喜悦的同时更感受到党和国
家对农民的重视和关怀。

今年2月，小岗村村民代表聚集在大
包干纪念馆前， 领取了第一次集体经济
收益股权分红，每人到手350元。小岗村
成立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
证，村民从“户户包田”实现了对村集体
资产的“人人持股”。

“我们大力经营‘小岗’这一品牌，集
体经济收益比去年好得多， 今年老百姓
的分红肯定比去年高。”他说，“我们要以
欢庆农民丰收节为契机， 调动农民的自
豪感，凝聚起参与小岗村振兴的共识，团
结起来一起干，把小岗村建设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祝愿， 同样在东北
一望无垠的黑土地上引起强烈反响。“我
们更加喜悦自豪，心里更有底了、更有干
劲了！”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新农人”
张楠楠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中，

大学生在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28岁的张楠楠是既能飞又能教的

“飞行教头”。此时，她正在一片稻田边上
熟练操作着一台小型无人机， 察看水稻
收割情况， 通过对讲机与收割机驾驶员
沟通，调度着机械行进路线。机器轰鸣声
中，金黄的稻谷被收进仓。

“我要持续打造自己农场的稻米品
牌， 让产自黄金水稻带的优质稻米对接
更广阔的市场，好米卖出好价格。”她说。

每天早上6点准时到村部或农场，是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徐庄村第一书记徐勤
生20多年来的习惯。23日一早， 徐勤生起
床后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向全
国亿万农民祝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新闻。

“我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终于
有了自己的节日。”徐勤生高兴地说，“农
村的春天到来了。我们要抓住机遇，把农
村的各项工作实实在在地做好！”

徐勤生认为， 做好农村工作要做到
“脸熟、路熟、地熟”，经常到老百姓家里
坐一坐。村干部要做好种粮大户的“指导
员、服务员、参谋员、后勤员”。

在处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亿万农
民共庆丰年、分享喜悦之时，一曲乡村振
兴的华彩乐章正在神州大地激荡响起！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亿万农民的丰收节祝愿温暖人心振奋精神

新华社记者 王攀 吴涛

19分钟， 这是从深圳北站开往香港
市区的最新铁路通行时间记录。

23日，广深港高铁全线正式开通运营。
6时44分，广深港高铁G5711次列车从深圳
北站开出， 于19分钟后正点抵达香港西九
龙站，这是首班从内地驶往香港的高铁。

“这是我担任列车长以来，从始发站
到终点站时间最短的一趟列车。 时间很
短，但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跨越。”G5711
次列车长侯蕊婷说。

侯蕊婷2001年进入铁路部门工作，
第一个岗位就是在广九直通车上担任列
车员。 从广州东站出发到香港红磡火车
站的广九直通车通常耗时两个小时左
右， 但从广州南站直达香港西九龙站的
广深港高铁全程最快只要47分钟。

“真的很快啊。”带着六岁儿子一同
乘车的钟方臻说。9月23日也是她儿子的
生日，这次搭乘经历，是她送给儿子的生
日小礼物之一。

同样带着儿子出行的杨正坤和张艳
夫妻也很兴奋。 在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工
作的张艳， 闲暇时会带儿子去香港迪士
尼乐园游玩。现在，他们从深圳福田站直
达香港西九龙站，最快只要14分钟。

广深港高铁是中国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长141公里。列车在广深

段运营时速为300公里，香港段最高运营
时速为200公里。

G5711次出发两分钟后，时速就达到
了177公里。几乎每一位乘客都举着手机
不停地拍摄，有的还开了直播，整个车厢
里洋溢着一股喜庆气息。

“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经历。”侯
蕊婷说得最多的是“没想到”三个字。来
自铁路部门的信息显示， 这趟满员可载
613名乘客的列车早在9月10日发售车票

当天，车票就被抢购一空。
乘客冯琰是大学副教授， 也是一名

标准的“高铁迷”。过去十年里，他搜集的
高铁首发车次车票就有几十张之多。但
他说， 广深港高铁的首发车次车票仍然
令他激动不已。

“不论是高铁直达香港，还是‘一地
两检’，都是特别的交通体验。”他说。

高铁很快驶入地下， 再度见到外部
射入的光线时， 人们已抵达香港西九龙

站。“一地两检”通关流程便捷，旅客只需
要短短十多分钟就可以顺利完成。

当天6时48分， 另一趟高铁G6501次
从广州南站出发，同样驶往香港西九龙站。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闻
发言人陈晓梅说， 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
后， 不仅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人员往来更
加便捷顺畅，也将加速高铁沿线的物流、
商贸等经济要素的流通， 推动沿线经济
发展。 （新华社广州9月23日电）

19分钟的跨越
———内地首班赴港高铁直击记

� � � � 9月23日，北京西站首开至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准备发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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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
中共历史上首位“审计长”

阮啸仙，1898年生于广东省河源市，是广东地区青年运
动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1918年，阮啸仙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五四爱国运动
爆发后， 他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
联合会，担任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

1921年春， 阮啸仙参加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
年从学校毕业后，受广东党组织委派，他负责筹备成立社会
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团区委书记，成为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

1928年6月，阮啸仙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30年，阮啸仙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省委常委兼组
织部长等职。同年底，阮啸仙被调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

1933年冬， 阮啸仙受党中央派遣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
开，阮啸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
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

1935年3月，阮啸仙率领赣南省党政机关向赣粤边方向
突围，至江西信丰牛岭一带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陈毅为战友的永别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
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
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据新华社广州9月23日电）

充满傲慢与偏见
的荒唐之举

新华社记者 翟伟

欧洲有句谚语，偏见是无知的产物。瑞典电视台“瑞典新
闻”栏目日前播出了一档类似“脱口秀”的节目，极尽丑华之
能事。该节目口口声声说欢迎中国游客到瑞典旅游，主持人
却又以不堪、乃至粗俗的语言贬低丑化中国人。更为恶劣的
是，节目展示错误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地区。

瑞典电视台制作的这档节目，充斥着傲慢与偏见，暴露
了其狂妄与无知，别有用心、令人作呕。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已提出严正抗议，斥责该节目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严
重挑战人性良知，严重违背媒体职业道德。

作为媒体，客观、公正、全面是报道所应秉持的基本原
则，媒体从业人员也要遵守新闻职业规范，客观理性、尊重
他人。但从该节目戴着偏见的眼镜、编造子虚乌有的材料、
放肆侮辱中国人等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言行看， 这档节目的
主持人和策划制作人完全丧失了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最基
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长期以来，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的一些西方媒
体，动辄以“教师爷”做派对别人指手画脚甚至兴师问罪，而
自身对于其他族群的歧视性报道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次
瑞典电视台置客观公正于不顾，极尽诽谤侮辱，公然拼凑出
一个往中国人身上泼脏水的节目， 再次暴露了他们假人权
卫士的面目。

种族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 任何宣扬种族主义和
排外主义的行为，都会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在
偏见和无知的主导下，一些西方媒体丧失底线、造谣生事，
不仅助长了辱华等种族歧视现象的发生，更挑动矛盾冲突。
这样发展下去，将危及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其危害应引起
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希望这家瑞典电视台能及时纠正错误，作出深刻道歉，
做有利于增进中瑞两国人民友谊和促进中瑞关系健康发展
的事，而不是相反。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23日电）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