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又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夜晚。 欧冠三
连冠得主皇马倒在了伯纳乌，倒在了阿
贾克斯的“青春风暴”中。 在北京时间6
日凌晨的欧冠1/8决赛次回合中， 皇马
主场1比4输给阿贾克斯，两回合总比分
3比5止步16强。

一周之内，皇马宣告赛季“四大皆
空”。

连续三场完败，连续挑战着伯纳乌
球迷的心脏负荷———从上周中国王杯
主场0比3输给了巴萨，无缘决赛；随后
周末又在西甲0比1输给了巴萨，彻底无
缘联赛争冠；本场欧冠的输球，意味着
皇马一周内三线全部失守，接下来三个
月都将成为“垃圾时间”。

目睹主队倾泻式崩盘，伯纳乌终于
爆发了， 球迷们高喊：“弗洛伦蒂诺，辞
职”。 其实皇马的失败，从备战期就已注
定， 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选择卖走C
罗， 同时他未能引进同等级别的球星。
在主教练选择上，世界杯前“挖角”洛佩
特吉的做法更是“费力不讨好，惹得一
身骚”， 如今索拉里救火后球队状态仍
是好一阵坏一阵，于事无补。

另一场比赛， 热刺在首回合主场3
比0击败多特蒙德的情况下， 客场1比0
小胜，“双杀”对手晋级。

农业农村部加快推进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农业农村部今年将制定玉米、
大豆、水稻、小麦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五年计划，组
织开展特色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加快培育一批高产
稳产、优质专用、绿色生态、适宜机械化、轻简化的新品种。

根据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的《2019年推进现代种业发展
工作要点》，今年农业农村部将发布玉米、大豆、水稻、小麦4大
作物绿色品种指标体系。

在特色作物良种联合攻关方面， 重点是加快推进马铃
薯、油菜、花生、甘蔗等11种特色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
关，加大特色种质资源深度挖掘和地方品种筛选测试力度，
加快提升特色作物种业水平。在畜禽良种联合攻关方面，将
重点推进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联合育种攻关，加快全基因
组选择育种技术应用，提高育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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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并发出通
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近期，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浙江‘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起步早、方向准、成效好，不
仅对全国有示范作用， 在国际上也得到
认可。要深入总结经验，指导督促各地朝

着既定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
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通知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要求，
学好学透、用好用活浙江经验，扎实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早部署、早行动、
早见效。

《报告》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
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早在
2003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启

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15
年来，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始终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理念，一以贯之地推动实施“千万工
程”，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目前，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建制村全覆
盖，卫生厕所覆盖率98.6%，规划保留
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100%， 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率97%，村庄
净化、绿化、亮化、美化，造就了万千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树立了标杆。2018年9月，浙江“千
万工程”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报告》还就深入学习推广浙江经验

的重大意义，浙江经验的主要内容，深入
学习浙江经验、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意见建议作了详细阐述。

� � � �中办国办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报告》，
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美高官：

若朝鲜不弃核
美国将加强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3月6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5日说，如果朝鲜不愿放弃核武器，美国不仅不会解
除对其制裁，还会加强制裁措施。

博尔顿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电视节
目专访时表示，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后，朝鲜或将做出
决定， 显示其是否有诚意与美国对话并致力于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如果朝方不愿这么做，美国不仅不会解除对该国
制裁，还将在制裁措施上寻求“加码”。

韩前总统李明博获准保释
据新华社首尔3月6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国首

尔高等法院6日批准了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提出的保释申请，
李明博在被拘禁近一年后获准保释回家。

根据保释条件， 保释期间李明博仅能在首尔市内一处
私宅活动，外出、通讯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与配偶等直系亲
属及律师等人见面。李明博还需缴纳10亿韩元（约合600万
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爆冷 唯一新军击败上届亚军
长郡滨江是全国24支球队中唯一

一支首次亮相该赛事的球队，小组赛2
胜1负， 淘汰赛击败上届亚军郑州二
中，晋级八强。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
下，长郡滨江的成绩放了颗“卫星”。

离开珠海前， 主教练韩臻和队员
们拍了一张合影，他们大汗淋漓、笑靥
如花，身后一片风和日丽、绿地茵茵。

返回长沙后， 韩臻把这张合影钉在
了球队更衣室墙壁上。看着满墙留影，这
名1993年出生的帅小伙陷入回忆。

2016年7月初，11个孩子在家长的带
领下“半信半疑” 地来到长郡滨江报到。

“这批孩子，有零基础的，有足球名校选拔
时落选的，不怕你笑话，当时守门员还没
招到。”韩臻笑着说，“为了招队员，跑了很
多小学，自己特别像一名推销员”。

没名气，没场地（长郡滨江中学的
足球场当时还未竣工），这样的球队当
然会被质疑，好苗子不愿意来。

招了一批“别人没看上的”，韩臻
心里憋了一股劲。

2016年7月7日， 韩臻带着11个孩
子走上了绿茵场，这一天，是他们的建
队纪念日。

成长 遵循足球运动的规律
90后成为球队掌门， 这在省内校

园足球教练中屈指可数。
虽然年轻， 曾在湖南湘涛征战过

中甲联赛的韩臻，凭借“职业球员”与
“高校毕业生”的双重身份，同样打开
了局面。

一支新军靠什么起步？ 在韩臻看
来，就是尊重足球发展的规律，扎实练
好基本功，静待花开。

“对于一支青少年球队而言，违背足
球发展规律地拔苗助长， 其结果很可能
是毁灭性的”，这句话是韩臻从事了38年
足球教育的父亲所言，韩臻一直记着。

再好的天资、再完美的计划，都比
不上扎实刻苦的训练来得实在。

从建队第一天起，每天下午五点，
孩子们都准时出现在足球场， 全年球
队放假不超过15天， 寒暑假封闭训练
时每周休息半天。今年春节，孩子们为
了备战珠海的比赛， 正月初一就开始
训练……基础不好， 就从最基本的颠
球起步，逐渐开始“练体能”“跑战术”

“练防守”“打对抗”，在“量”的保证下，
球队逐渐有了“质”的转变。队员从11
人到现在的34人， 成绩从最初被同城
强队大比分横扫， 到现在可以扳扳手
腕，长郡滨江足球队一步一个脚印。

初心 让更多孩子走上绿茵场
“看上去出乎意料，实际上情理之

中。”看到孩子们的付出“换”来了全国
第八名， 长郡滨江中学校长刘德华不
禁感慨。

刘德华认为，发展校园足球，还得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学校的作用应
是“把握大方向，做好监督与保障”。

在校方监督下，球队作出“三维竞争
上场制度”，从“思想是否端正、学习是否
进取、训练比赛是否专注”三个维度全方
位考察球员，开创了“谁更优秀谁将成为
主力”的用人方式，现在球队中有好几名
6A成绩的队员。球队每周会定时召开名
为“听他说”的学习分享会，让成绩优秀
和进步突出的队员以演讲形式分享经
验，带动全队积极向上的氛围。

“校园足球应该是发展学生文化
与素质的‘抓手’”，让更多孩子走上绿
茵场，是刘德华的“初心”。

2018年， 长郡滨江中学顺利通过
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申
报， 将足球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内
容，每周至少有一节必修课。

球队也起着榜样的作用， 长郡滨江
每个年级都成立了足球社团， 越来越多
的孩子开始喜欢在绿茵场上奔跑， 享受
着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 � � �2019年中国中学生“足协杯”初中男子组比赛2月22日在珠海落幕，首次参
赛的长沙长郡滨江中学在1/8决赛击败上届赛事亚军郑州二中， 最终获得第八
名，杨洋、浣骏鑫两名队员通过专家组的选拔，入围中国中学生联队。组建时间
不到3年，这支之前默默无闻的队伍可谓一鸣惊人———

“绿茵黑马”初长成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谭云东

� � � �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3月5日从湖南金健米业男篮了解
到，球队已从宁乡迁到长沙市区，训练
基地位于省全民健身示范中心， 新赛
季的主场还未确定。

金健米业男篮建队三年来，一直在
宁乡训练比赛， 球队一年一个脚印，去
年一举闯入NBL总决赛， 获得亚军。球

队今年正式迁至长沙市区，最终的主场
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艺馆和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馆中二选一。

3月5日，省体育局局长李舜、省体
育局副局长杨再辉来到金健米业男篮
的训练基地，慰问和勉励球队。李舜与
球队主教练黄文龙以及队员进行了交
流，问到球队迁至市区后的吃、住等细

节。 对球队建队三年就闯入总决赛的
表现，李舜非常赞赏，他也鼓励球员：
“我们完成了三年三大步，今年要争取
四年四大步，拿到总冠军！”

目前， 金健米业男篮正积极备战
新赛季，引援工作也有序进行。2019赛
季NBL的比赛将于五月中旬展开。

记者还了解到， 虽然金健米业男
篮已迁至长沙市区， 不过为回馈宁乡
三年来对球队的支持， 金健米业男篮
今年还将在宁乡设置数个主场比赛。

金健米业男篮主场迁到长沙市区

足球篇

� � � �北京时间6日，亚冠赛场首轮结束，中超四强取得2胜1平1负；
欧冠赛场爆出冷门，“三连冠”得主皇家马德里惨败出局———

亚冠、欧冠
几家欢喜几家愁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6日晚，随着北京国安客场1比3不敌
全北现代， 上海上港主场1比0绝杀川崎
前锋，被称作“史上最强”的中超四强全
部完成2019赛季亚冠亮相。 首轮4场比
赛取得2胜1平1负的战绩，上赛季中超冠
亚军上港和广州恒大面对来访的日本球
队双双告捷， 山东鲁能和国安两队则艰
难地从韩国带回了1分。

首轮拿下7个积分、 进6球失5球，中
超四强整体表现还算不错， 上港、 恒大
“双雄”也延续了一直以来对日本球队的
优势。 但“恐韩症”和“外援依赖症”这两
个纠缠依旧的老毛病仍未改善，6粒进球
中有5个都来自外援，唯一一声“土炮”也
只起到挽回颜面的效果———张稀哲在国
安与全北现代的比赛中进球难救主。

冬窗期花重金补强的鲁能和国安，首
轮双双留下遗憾，客场不胜韩国球队的历
史仍在延续。 佩莱发威独中两元，鲁能才
能从庆南主场拿下一场惊险的平局。 可国
安就没这么幸运， 自2009年亚冠改制以
来， 国安从未在客场赢下过韩国球队，10
年间的战绩是尴尬的3平7负。

3月12日、13日， 亚冠小组赛第二轮
将重燃战火———上港、 恒大将赴客场会
韩国球队，鲁能、国安则将坐镇主场迎来
日本球队的挑战。

� � � �上海上港队球员庆祝胜利。 � � � �皇马球员莫德里奇赛后一脸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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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
中超四强“外援抢戏”

欧冠
皇马宣告“四大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