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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将过去的2018年， 中国体坛 “C位红人” 真是不少。 一批优秀
的运动员领军各自项目， 在2018年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 � � �出名要趁早。2018年的中国体坛，
青春风暴刮得很猛烈。

16岁的王简嘉禾在2018年中， 从头
到尾保持“梦幻状态”。年初在美国职业
游泳系列赛亚特兰大站斩获两金，8月在
雅加达亚运会独揽4金，更在世界杯布达
佩斯站以3分53秒97的成绩创造女子4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女子800米自由泳成
绩距离世界纪录也仅差0.2秒。 小妮子用
一次次的爆发收获冠军， 更用一步步向
前的毅力， 逐渐成长为中国泳军征战东

京奥运会的“生力军”。
年轻就是“输得起”，更“舍得拼”！12

月16日的2018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
决赛中，一年内第4次与桃田贤斗隔网对
决的石宇奇，终于打破“大赛难过桃田关”
的魔咒。当此前的“3战不胜”成为动力，当
年轻人骨子里的倔强持续发酵， 当漫长
研究与磨练聚集足够能量，23岁的石宇
奇终于在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老对手面
前证明了自己。只是这一次的相遇，注定
成为小伙子人生中最珍贵的境遇。

青春“很疯狂”
这波“年少成名”，叫人怎不赞叹尖叫

上榜人物： 王简嘉禾、石宇奇

� � � � 说“巾帼英雄”过时了，现在流行
叫“气场女王”。

大长腿的朱婷，身高“望尘莫及”，
但她在球场的魅力“隔着银屏”都能让
人感受到。她“主内也主外”，到哪里都
是“行走的气场”———在国家队，身为
队长的她带领中国女排重夺亚运冠
军，并收获女排世锦赛铜牌；在土耳其
超级联赛， 她帮助瓦基弗银行队夺得
联赛冠军， 并成功卫冕欧洲女排冠军
联赛冠军、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冠军，成
为世俱赛MVP（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
主攻。快要“荣耀等身”的“世界婷”，用
自己的魅力与实力，让全世界看到“中
国女排”的精神与能量。

“假小子”王霜当选2018年度亚洲

足球小姐，成为历史上第4位获此殊荣
的中国球员。女足亚洲杯进4球、雅加
达亚运会随队斩获亚军， 加盟法甲豪
门巴黎日耳曼队成为球队主力。“铿锵
玫瑰计划”的佼佼者，带给中国女足更
多的信心， 说不定也能给中国男足一
点借鉴或压力。

跟王霜同样帅气的还有丁宁 。
2018年末，丁宁第4次荣膺国际乒联年
度最佳女运动员。在国际乒坛属于“绝
对优等生”的她霸气不减，带领中国女
乒蝉联世界杯和世锦赛女团“双冠”，
并在女乒世界杯第3次捧得女单桂冠。
她证明中国女乒在全球的绝对实力，
但也别忘了日本姑娘伊藤美诚、 平野
美宇等人的穷追不舍。

女王“气场强”

有实力又坚强的姑娘，越看越养眼
上榜人物： 朱婷、王霜、丁宁

� � � �要想“一飞冲天”，试着“搞搞事情”？
你可以不知道“电竞”，但你不能不

知道“IG”。雅加达亚运会首次引入电子
竞技作为表演项目， 最终中国队夺得王
者荣耀国际版（AOV）和英雄联盟项目的
冠 军 ；11 月 来 自 中 国 的 IG（Invictus�
Gaming）战队斩获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S8）冠军，那一夜你的朋友圈大概全被
战队夺冠的消息刷了屏。 这一年， 一句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成为街头巷尾的热
词；这一年，中国电子竞技精英的努力终
于换来理解与回报；这一年，也标志着中

国电子竞技运动正式迎来自己的新里程
与新使命。

你可以不看好中国足球， 但你不能
不给武磊点个赞。

过去的10个赛季， 中超联赛的最佳
射手称号一直被外援独揽。2018中超赛
季落幕，出战29场，打进27球的上海上港
球员武磊从外援手里夺回了最佳射手称
号，为“本土球员”争了气。他的出色表现
更帮助上海上港队问鼎本赛季中超冠
军，正式宣告广州恒大止步“八星奇迹”，
昭示着中超赛场新格局的开启。

荣耀“谁能比”
用“称王”的决心，搞出让国人长脸的“大事情”

上榜人物： IG战队、武磊

� � � �有一种惊喜，叫“没事刷个纪录玩”。
“武”与伦比的霸气———平昌冬奥会的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武大靖力夺中国
冰上男子单人项目冬奥会首金。更令人惊喜
的是，武大靖还“一届赛会，两刷纪录”。1/4
决赛中， 他的39秒800成绩让此前尘封6年
的世界纪录作古；闯入决赛，他将自己创造
的纪录再次刷新至39秒584。惊喜远不止于
此，11月12日， 在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
男子500米决赛中， 武大靖以39秒505的成
绩再度打破世界纪录，成为本年度世界冰坛
不折不扣的“纪录收割机”。

“添”赋异禀的爆发力———“后刘翔时

代”的实力担当，苏炳添在1年内3次跑进10
秒大关。6月22日， 他以9秒91的成绩追平卡
塔尔选手奥古诺德保持的男子100米亚洲纪
录；6月30日，苏炳添再次跑出9秒91，并在雅
加达亚运会以9秒92的赛会纪录成功卫冕。
29岁的奔跑者，不向“大龄”屈服，用坚实的
步伐迈出中国田径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脚步。

小飞“余”激起金牌浪———23岁的徐嘉
余用一次次进步证明自己的实力。雅加达亚
运会喜提5金；短池世界杯“从北京到东京”，
他先后打破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200米
仰泳全国纪录以及100米仰泳世界纪录。“刷
纪录跟玩似的”，网友的笑言不是没道理。

速度“刷纪录”
新生代“小飞人”，媲美“闪电侠”

上榜人物： 武大靖、徐嘉余、苏炳添

� � � �胖的只是身体，“精”的依旧是脑子。
再也不是当年叱咤球场的“高大精

瘦”的“小巨人”了。虽然姚明身形日渐
“膨胀”，已然有种“擎天柱”的感觉，但他
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后成功改造中国篮
球，重启尘封多年的“小篮球计划”，大刀
阔斧推行“红蓝队双国家队”制。雅加达
亚运会，中国男篮重回亚洲之巅。取得实

效后，“红蓝队”合并，全力冲击2019年在
中国举办的篮球世界杯。

姚明的“掌门”，让人看到“让专业人做
专业事”不再成为一句空话。可喜的是，2018
年12月， 刘国梁正式接过中国乒协主席的
“大印”，张军成为中国羽毛球协会换届筹备
工作小组组长。曾被人笑言“不懂球的胖子”，
对待专业的态度与初心依然不变。

智慧“大当家”

“发了福”的老男孩，穿西装也很有样
上榜人物： 姚明、刘国梁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周倜）省体育局今日揭
晓2018湖南体育好新闻评选结果，湖南日报共有8件作品
获奖，其中4件作品荣获一等奖。

本次活动共收到各类新闻作品88件。 经专家评审，共
有50件新闻作品获奖。湖南日报共有8件作品获奖。其中，
《奏响激情乐章 凝聚奋斗力量》《体操之变》《体育梦想从
小出发之“篮球篇”（系列报道）》《韵动三湘（组图）》4件作
品获得一等奖，《亚运创纪录 有喜也有忧》《熊倪盘点省运
会：“四强工程”见成效，人才厚度在增加》《体操之变（组
图）》3件作品获二等奖，《挂在“阳台卧室”里的字》获得三等奖。

2018湖南体育好新闻评选揭晓

湖南日报4件作品获一等奖

2018体坛盘点·国内篇 2018中国体坛
“C位当道”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7省（市）27日同步公开移交案
件问责情况。7省（市）针对92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
题，问责917人。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7年4月至5月分别对
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7省（市）开展督察，
并于2017年7月至8月完成督察反馈，同步移交92个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地方进一步核实情况，依纪依法实施
问责：天津市问责83人，其中厅级干部22人，处级干部52人；
山西省问责117人，其中厅级干部22人，处级干部61人；辽宁
省问责143人，其中厅级干部41人，处级干部63人；安徽省问
责151人，其中厅级干部25人，处级干部82人；福建省问责136
人，其中厅级干部14人，处级干部81人；湖南省问责167人，其
中厅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94人；贵州省问责120人，其中厅
级干部21人，处级干部51人。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7省市：

92个问题、问责917人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上世纪
80年代的中国， 出现这样一项技术，只
用“字母键盘”就可准确高效地输入成千
上万个汉字。推动汉字信息化的“王码五
笔字型”发明者叫王永民。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这位“当代毕昇”被授
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进入信息化时代，记录、传播甚至是
分析信息逐渐被“字母键盘”取代，但博

大精深的汉字与字母输入方法难以兼
容， 使我国信息处理严重落后于西方国
家。

为此，王永民创立了“形码设计三原
理及数学模型”和“汉字字根周期表”，并
据此发明了“王码五笔字型”，成为在世
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汉字输入法， 开辟了
计算机时代汉字应用的新纪元。

1983年春节前，王永民完成了使用

英文原装键盘36键汉字编码方案的上机
试验。很快，他获悉，台湾已经有了更先
进的26键“仓颉码”输入方案，他的方案
白费了功夫。 王永民没有气馁， 更没放
弃。在寒冬的小旅馆里，经反复试验，他
终于发明了一种叫“末笔字型识别码”的
奇妙方法： 把36键方案升级为25键方
案，完成了世界上汉字输入技术的“登顶
一跳”。

王永民表示，“洋键盘” 上的螺丝钉
一个都不动，装上软件，就变成中国人高
效实用的汉字“盲打”键盘，这是中国人
为了文化传承勇于创新奋斗的结果。

“成为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是我
今生最大的荣耀。走向深蓝大洋，是我毕
生的梦想。”戴明盟说。

2006年9月，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
载战斗机试飞员。戴明盟作为海军最先改装
三代机的飞行员，进入选拔小组的视线。

“试飞舰载战斗机，是国家和民族的大
事，是人民海军的使命召唤。”戴明盟说。

6年的试验试飞过程中，戴明盟第一
个执行极限偏心偏航阻拦试验， 第一个
执行飞行阻拦着陆试验， 第一个滑跃起
飞，第一个寻舰绕舰、触舰复飞，完成科
研试飞400多架次， 进近飞行2000多架

次，绕舰飞行100多架次。
几千次的训练，只为那一次的飞翔。
2012年11月23日， 渤海湾雪霁初

晴。一架黄色涂装、编号为552的歼-15
舰载战斗机在海军某机场蓄势待发，轰
鸣声响彻云霄。

戴明盟第一个驾机升空， 向渤海湾
某海域的辽宁舰飞去。

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戴明盟
娴熟地操纵着战机，调整好姿态飞至舰艉后
上方，瞄准甲板跑道……9时08分，随着“嘭”
的一声， 战机尾钩牢牢地挂住了阻拦索，稳
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甲板上。

戴明盟用一道完美的弧线， 划出了
中国海军的“航母时代”。

随着航母事业的深入发展，戴明盟认
识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迫在眉睫。

为尽快探索形成一套舰载机飞行员培
养模式，从理论改装到模拟飞行，从制定组
训流程到编写训练大纲，无数个废寝忘食的
日日夜夜， 戴明盟带领团队一点点向前摸
索。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先后完成了飞
行员编队、低空等课目训练、飞机改装、
歼-15特技等课目， 大大缩短了舰载机
飞行员培养训练周期。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他
们将从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手中接过接力
棒，把中国舰载飞行事业推向新的巅峰！”戴
明盟信心满满。（新华社沈阳12月27日电）

推动汉字信息化的“当代毕昇”王永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在国防
部27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
闻发言人吴谦就2018年联演联训、 中国
海军10年护航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吴谦介绍，2018年，中国与30多个国
家举行近40场联演联训， 为与各国军队
深化友谊与互信、提高各自军队建设和训
练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回答对中国海军10年护航有何评
价的问题时，吴谦表示，根据联合国安理
会有关决议，200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
派出海军首批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
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10年来，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严格依法
依规精心组织护航行动， 有效确保了远洋护
航任务的顺利完成； 10年来， 31批护航编
队、 26000余名官兵， 安全护送6600余艘
中外船舶， 成功解救、 接护和救助70余艘遇
险中外船舶， 确保了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绝
对安全； 10年来， 护航编队先后参加马航失
联客机搜救、 马尔代夫紧急供水、 叙利亚化
武护航、 也门撤侨等任务， 积极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10年来， 护航编队与俄
罗斯等20余个国家护航舰艇展开联合护
航、 反海盗、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演练，
与美盟151特混舰队、 欧盟465特混舰队
等开展定期交流， 先后103次出访3大洋
6大洲的63个国家。

国防部：

海军护航10年
展现大国责任担当

戴明盟： 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加强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这
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提出的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认真领会、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不动摇， 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就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
量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航越重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
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党的十八
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之所以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
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拥有在复杂多变局面下驾
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娴熟能力和高超智慧。一年来，我们在
实践中深化了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首要一条。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就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
水平。应当看到，明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
性更大，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风险和困难明
显增多。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越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
力和水平，确保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必须认
识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管
大事、议大事，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就要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
工作部署。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听从党中央号令。各地区各部门要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令行禁止，不能各行其是。要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
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同时要克服慢动作、跟不上现象。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上下同心，迎难而
上，努力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巨
轮就一定能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载12月28日《人民日报》）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
能力和水平

———六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近日，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印发《关
于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
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重
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面

向基层、服务群众，定于2019年元旦春节
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通知》明确了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
的主要内容，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动员组
织文化文艺小分队下基层， 开展系列惠
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组织开展
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生产适合城乡
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将欢乐和文明

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
百姓心间，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浓
厚节日氛围，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
强大精神力量。

《通知》强调，活动要突出“红色文艺
轻骑兵”特点，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以人
员精干、水平精湛的文化文艺小分队作为
活动重要载体，下基层开展有亮点、有实
效的活动。其中，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已经

组织了117支文化文艺小分队（信息汇总
表作为《通知》附件一同印发）。另据统计，
全国省一级宣传文化部门组织的小分队
数量超过1700支， 全国各级宣传文化部
门组织的小分队数量近12000支。《通知》
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好本地区本部门下基层文化文艺小
分队的工作，协调组织好各类群众性文化
活动。

中宣部等印发《通知》

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27日联
合发文明确，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符合规定的，
在2021年12月31日前，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但自2022年1
月1日起， 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份名为 《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
衔接问题的通知》 明确了社会关心的全年一次性奖金、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诸多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 旨在
推动新修改的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顺利落地实施。

通知明确， 2021年12月31日前，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以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 按照通知所附月度税率表，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单独计算纳税。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
任期奖励， 符合规定的， 在2021年12月31日前照此执
行； 2022年1月1日后的政策另行明确。

年终奖2022年后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缴纳个税

两部门：

2018年2月22日，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
男子500米决赛中， 武大靖以刷新世界纪录的成绩夺
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