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9年亚洲杯1月打响，正在卡塔尔多哈紧张备
战的中国男足突遇“伤退潮”，主力门将曾诚、张鹭与
主力后卫李学鹏接连受伤； 明年6月开战的女足世界
杯也已临近，正在澳大利亚集训的“铿锵玫瑰”目前以
5连胜的战绩渐入佳境。即将各自迎来“大考”的中国
男足、女足，眼下都忙得“热火朝天”：男足忙着“人员
调试”，女足盼着“愈战愈勇”———

男足突遇“伤退潮”
女足“拉练”5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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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香港12月24日电 面前的
电视屏幕上， 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庄严的会场。 注视着屏幕的老
人， 端坐着， 哪怕是在轮椅上， 脊背
依然挺拔刚直， 一如他的性格。 他胸
前鲜红的领带， 绣着金色的国徽。

这位病痛缠身的84岁老人已经无
法亲到会场， 接受国家和人民对他的
表彰。 但他的心依然与改革开放大业
紧密相连。 他， 就是曾宪梓。 一个与
金利来领带相连的名字， 更是一个与
报效国家相连的名字。

“金利来， 男人的世界”， 曾经是

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这位20世纪70年代创业成功的香

港“领带大王”， 对己， 克勤克俭； 为
国， 慷慨解囊。 在他心底， 埋着一颗
年轻时种下的种子———报效祖国。 自
1978年对母校梅州东山中学捐建教学
楼开始， 他的捐款便连绵不断， 投向
内地教育、 体育、 航天、 公益， 汇成
他报效祖国的一股股清流。 他常说：
“只要生意不破产， 只要我曾宪梓还活
着， 我对祖国的回报， 就一天也不中
断。”

作为有名望的企业家、 社会贤达，

曾宪梓全力以赴， 支持内地改革开
放。 他是最早一批为内地改革建言献
策的香港企业家， 也是最早投资内地
者之一， 他更联络、 动员、 组织大批
志同道合者一起到内地投资办厂。

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事件中，
曾宪梓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做出
了独特的贡献。 他组织爱国团体， 支
持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他搜集
整理各方意见， 积极参与回归政策制
定； 香港出现市场动荡， 他带头做稳
定工作； 英方制造障碍， 他敢言善言，
批驳错误言论， “不论谁损害我们国

家， 伤害香港， 我都不会允许， 都要
据理力争。”

在五星红旗升起， 香港回归那一
刻， 他禁不住心潮澎湃， 高呼“祖国
万岁！” 那一刻也成为他一生最骄傲、
最高兴的时光而长留心间。

到晚年， 曾宪梓更关注传承家国
情怀。 他把家业和对祖国的责任一起
传给三个儿子， 更以真挚的情感教导
家乡学子一定要“大气、 爱国”。

这就是曾宪梓， 一个心中时刻装
着国家、 倾力支持改革开放的香港企
业家。

下期奖池：7018219322.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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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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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

倾力支持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

� � � �据新华社南昌12月24日电“走街串小巷，和
蔼态度亲，婆婆如在家，坐下拉拉呱……”邱娥国
自编的这些顺口溜，口口相传20余年，成为江西
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民警们
熟记于心的工作口诀。

1979年，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当上
一名普通的派出所民警。从警以来，他勤走、勤
问、勤记、勤思考，他创立的“警民联系卡”“警
民联系牌”等便民措施，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
为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邱娥国给自己的工作定了“勤、沉”两字方针，
做到了串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

在邱娥国串门走访过程中， 街坊们也把他当
成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邱”。没
有多久，邱娥国就对自己辖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小
巷里的人和事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子里。

他先后奉养过10余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孤
寡老人，并为他们送终；辖区居民许汉宝去世
后，邱娥国不仅帮助办理后事，而且把他两个
年幼的女儿许珍、许凤接回家照顾，帮助她们
完成了大学学业。

“尽管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人民公安为
人民的初心没有变。”邱娥国就像一面旗帜，引
领着人民警察全心为民。如今，筷子巷派出所
的民警们和当年的邱娥国一样， 正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穿梭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街巷，为
民众带去平安和温暖。

邱娥国：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明年1月5日打响的2019亚洲杯已进入倒计时，身在多哈备
战的中国男足，却陷入“伤退潮”的烦恼。

12月14日，彼时还在海南集训的中国男足闹起了“门荒”。
继主力门将曾诚受伤基本无缘亚洲杯后，另一门将张鹭旧伤复
发，让中国男足“雪上加霜”。

曾诚“回广州”，张鹭“还没好”，王大雷“正恢复”，郭全博“稍
稚嫩”，只剩下上港门将颜骏凌没出“岔子”。就目前形势而言，
国足门将位置再也经不起半点折腾。

屋漏偏逢连夜雨。12月23日， 移师卡塔尔多哈的中国男足
“再逢伤病”，主力后卫李学鹏因左脚跟腱受伤，已提前回国，致
使球队再损一员大将，也宣告着目前中国男足“左路告急”。李
学鹏缺席后，他的位置已基本确定由鲁能U23小将刘洋顶上。临
危受命的小将能否担起重任，对球队左路的稳定至关重要。

根据中国男足的多哈备战计划，12月24日， 国足迎来第一
个热身赛对手伊拉克队，这场比赛是中国男足遭遇“伤退潮”后
的“首秀”。

在这场封闭式的热身赛中， 中国男足最终1比2不敌对手，
武磊打入中国队唯一一粒进球。结果虽然不如人意，但对于里
皮而言，此役不仅是重新排兵布阵、调试人员的机会，更是及时
发现问题、查漏补缺的机会。

只是，留给中国男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根据计划，国足将
于12月25日正式向亚足联提交23人大名单，里皮必须迅速给出
“最终答复”。12月28日，国足将和约旦队进行一场教学赛，这既
是国足最终大名单敲定后的“首秀”，也是对里皮最终阵容的一
次检测。如何稳定军心或许也是里皮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相较于中国男足的“焦头烂额”， 中国女足则显得乐观许
多。正在澳大利亚备战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铿锵玫瑰”，正呈
稳步上升之势。

12月23日， 中国女足以5比0横扫澳超球队纽卡斯尔喷气机队。
至此，在已结束的5场练习赛中，中国姑娘已取得令人惊喜的5连胜。

12月7日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女足将在此进行一个月左右
的集训，并与当地女足俱乐部进行10场比赛，以赛代练。在主帅
贾秀全看来，此次赴澳集训将重点围绕“提升攻防能力，加强位
置执行，增强团队默契”三方面进行。

根据女足世界杯分组，中国姑娘将与两届世界杯冠军德国
队、欧洲劲旅西班牙队以及首次闯入决赛圈的南非队同在B组。
小组前两名晋级，而小组第二名将可能在16强赛遭遇卫冕冠军
美国队。这对中国姑娘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这支新老结合
的球队必须适应欧洲球队的打法。

此次选择澳超球队进行“拉练”，一定程度上透着中国女足的
“小心思”。澳超女足队员在对抗、冲撞能力等方面与欧洲球员较
类似，因此这10场练习赛无疑能帮助中国女足更快“进入状态”。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 新华社深圳12月24日电 在腾讯
迎来20岁生日的2018年， 马化腾做
出了一个决定：腾讯将进行大规模组
织结构调整，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
联网转型。在实现了互联网与日常生
活深入融合之后，腾讯将探索传统产
业的互联网变革。

1998年，马化腾和几个同学、朋
友一起创立了腾讯公司， 最终形成
QQ这款“国民软件”。当时，很多人
通过QQ认识了什么是互联网 。
2010年以后，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
腾讯又开发出移动互联网的入
口———微信。

2013年起，马化腾开始积极倡
导“互联网+”概念。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他于2015年提交了《关于以“互
联网+”为驱动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
创新发展的建议》。同年，推动“互联
网+”被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了
国家行动计划。

现在，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互
联网的生活。 在广东， 不久前上线的
“粤省事”政务微信小程序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社保、生育、公积金、出入境、驾
驶证、完税证明等460多项服务。

互联网还让原本分散的资源汇
聚成新的力量。从2007年成立公益
基金会至今， 腾讯公益的互联网平
台上已有约2亿人次的网民筹集了
超过46亿元善款。

目前， 腾讯为全世界10多亿用
户提供社交、通信、教育学习等综合
互联网服务。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微信带动
的信息消费达2097亿元， 拉动社会
就业规模达
2030万人。

面 向 腾
讯的下一个
20年，马化腾
已经有了新
的探索方向。
他说，“互联
网+” 正在进
入“下半场”，
流量红利进
入尾声，爆炸
性的用户增
长放缓，市场
机会正在向
产业互联网

转移。
他表示，腾讯将利用云计算、支

付、 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等基础设
施，赋能产业合作伙伴，搭建新一代
智能产业生态， 通过把消费者和产
业连接起来的方式，创造新的价值。

“我们会继续沿着‘互联网+’的
方向深耕细作， 努力成为各个产业
的数字化助手， 积极助力经济和社
会发展。”马化腾说。

马化腾：

“互联网+”行动的探索者串百家门，办百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