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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31 1 7 4 1 2 0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8555309.7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71 2 0 5
排列 5 19071 2 0 5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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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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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蔡矜宜）
21日，2019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
在南宁打响， 由卡纳瓦罗执掌的“新国
足”目前正在积极备战，揭幕战中国男足
将面对老对手泰国队的挑战。

相比上一届有威尔士、 捷克这样
的欧洲强队， 本届中国杯只保留了东
道主中国男足和南美劲旅乌拉圭，另
外邀请了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参

赛。再加上伤病原因，乌拉圭球星苏亚
雷斯和卡瓦尼相继退赛， 导致赛事的
关注度和锻炼价值有所下滑。

15日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届国家队
集训名单， 不出所料， 亚洲杯主力基本
“退出舞台”， 仅留下了冯潇霆和蒿俊闵
两名老将。今天是国足在南宁第四日的
训练， 球队基本保持“一天两练” 的
高强度。 新帅卡纳瓦罗也对名单进行了

调整———鲁能边锋刘洋取代有伤在身的
姜至鹏和补召北京国安球员王刚。 新老
交替、卡帅国家队首秀，本届杯赛虽然星
光暗淡，但也不乏看点。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人俱乐部19日
官方宣布，武磊将在国家队比赛周返回中
国，这也是“武球王”自1月28日加盟西甲
后的首次回国。不过武磊并不会参加中国
杯，而是办理冬窗转会的相关手续。

“新国足”南宁备战中国杯 卡纳瓦罗重点考察新人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丁德凤 易晓丽） 2019时代中国清
远马拉松赛暨全国高校马拉松联赛17日
在广东省清远市结束， 湘潭大学学子收
获了本次比赛的高校团体第一、 高校男
子组第一和高校女子组第一。

本次比赛共有22000人参加，赛事吸引
了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33个省（区、市）的跑步爱好者参与。
高校联赛中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等41所知名高校组队参赛。 湘潭大学学
生林鑫以2小时33分02秒的成绩获得全程
马拉松高校男子组第一，湘潭大学学生张妮
以2小时59分56秒的成绩获得全程马拉松
高校女子组第一， 最终湘潭大学队以17小
时21分21秒的成绩获得高校团体冠军。

高校马拉松联赛
湘大获三项冠军

� � � �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3月19日电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
苏丹·纳扎尔巴耶夫19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辞去总统职
务后，纳扎尔巴耶夫仍将担任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
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1991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当选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后四次连任。

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
哈萨克斯坦总统职务

� � � �———三论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 �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
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坚持以推进
伟大事业为导向，将“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作为一条
重要原则，为做好新时代选人用人工作、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党的干部总是与党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伟大事业需要
高素质干部，干部要在事业发展中锻炼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
原因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同时也与广大干
部奋发有为、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担当奉献密不可分。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
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从
党和人民事业需要出发选干部、用干部，突出实践实干选贤能，
坚持有为有位聚英才， 真正做到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
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
例》，通篇贯穿事业导向、事业要求，在提出深入考察干部政
治素质、道德品行、作风素养、廉政情况的同时，强调要突出
工作实绩、履职尽责等方面的考察，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
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贯彻落实条例，必须
正确把握事业发展需要和干部成长进步的关系， 知事识人、
依事择人、精准选人，把善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
进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
的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进而示范引领更
多干部勇于担当作为，心无旁骛干事业、坚定信心促发展。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五湖四海的事业，需要五湖四海的人
来干。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鲜明提出要注意从企业、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对
推动国有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作
出制度性安排， 这是我们党选人用人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和运
用。贯彻落实条例，就要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进一步开阔视野、
拓宽渠道，放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级，充分盘
活干部资源，广开进贤之路。要坚持公道正派、公正用人，选拔干
部论能力、看水平、凭实绩，而不能搞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
求，更不能搞小圈子、任人唯亲，在少数人中选人。要突出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深入考察识别干部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
神。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发现培养和选拔使用在改革发
展稳定一线特别是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优秀年轻干部，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和活力。 要坚持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
分开来”的重要要求，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保护干
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那些符合有关规定给予容错的干部，要
认真落实条例的要求，给予客观公正对待，为他们重整旗鼓、轻装
上阵、贡献才智搭建平台。

宏伟的事业，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各级党委（党组）
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为契
机，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大力选拔
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乘风
破浪、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仲祖文

坚持事业为上选贤任能

� � � �说了“晚安”之后，你真的会去睡觉吗？
据中国医师协会于今年2月发布

的《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
究 》显示 ，只有5.1%的人拥有 “甜美睡
眠”，能保持早睡早起型作息的受访者
仅占17.5%。

但还有“更厉害的一种存在”———
3月21日国际睡眠日到来之际，不少报
道都在关注 “报复性熬夜 ”这一话题 。
它指的是当代青年人在白天过得不够
自如，便想在夜晚自我弥补，即使明知
熬夜伤身。

有人说， 白天有多强迫自己 “压

抑 ”，晚上就有多强迫自己 “释放 ”。大
多数90后，都到了为生活打拼的年纪，
白天忙得满满当当， 或许只有在深夜
时分做那个 “放纵的自己 ”，才能拥有
最想要的“存在感”。

紧绷过后感慨“白天不值得”的年
轻人，用“强打精神”换取如此“安稳长
夜”， 这难道就值得吗？“批阅奏折”般
刷完朋友圈，“完成作业” 式打着闯关
游戏，“上班打卡” 似更新每天的剧集
……这么忙碌，怎么看都不觉得轻松；
这种“报复”，也不知道到头来真正“报
复了谁”；此种畸形时间观念下衍生出
的“夜生活”，并不值得去效仿推崇。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压力， 但为了
“暂缓紧张焦虑”而一味“沉醉夜色温柔”，
这不值当。从夜晚“偷来”的时间，“爽快”
了一时，却骗不了身体。

对于处在职场生涯上升期的90后
而言，不妨从白天开始便保持“张弛有
度 ”的生活节奏 ，将时间优化分配 ，将
工作或学习环境有效改良， 甚至是适
当 “逼逼自己 ”放下电子产品 、“暂停 ”
大脑兴奋。于用人单位而言，要有更加
明确的边界意识，给予员工更多的“弹
性时间”，把更多工作之外的时间支配
权还给员工， 也不妨为员工创造更多
的社交空间。

别再用身体的本钱去割裂黑夜白
昼的界限，也莫将大好青春浪费在畸形
的“享受”当中。好好睡觉，也是正经事。

如此“黑夜”不值当
天下微评

周倜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中国社
会工作” 标志由民政部19日在京正式发
布，我国社会工作开始使用专属标志。

当天， 全国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暨
第四届“北京社工宣传周”活动在京启动。
民政部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中国社会工
作”标志。据介绍，“中国社会工作”标志由
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 严格评选
确定，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我国社会工作
正式迎来专属标志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将向革命老区倾斜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顾玉才19日表示， 国家文物保
护专项资金要适当地向革命老区、 贫困
地区倾斜，要向革命文物等党中央、国务
院所确定的重点支持方向倾斜。

19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情况发布会上，顾
玉才介绍， 全国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近
3.5万处， 可移动革命文物100万余件/
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800余家。

据了解， 此次公布的第一批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共15个片区，包括井冈山、原
中央苏区、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
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
湘鄂川黔、 晋冀豫和苏北片区， 涉及2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0个市、645个县。

据悉， 革命文物社会教育作用正日
益凸显，121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被纳入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281处
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人民日报评论员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办好思
政课，离不开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力精湛、 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
思政课教师队伍。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高度评价思政课教师队伍在
铸魂育人、立德树人方面的重大作用，深情
嘱托广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
善美的种子、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对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明
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
远、情真意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 注重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
设，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和各
级各类学校采取切实有效办法认真贯彻落实，
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大、 结构不断优化、整
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
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广大
思政课教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奋发有为，为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思政课教师队伍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的
要求，坚持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
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个方面
的要求， 是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标

准，也是思政课教师提升素质和水平的努力
方向。应当深刻认识到，广大思政课教师只
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在党和人
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
养分、丰富思想，善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以宽广的
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把一些道理
讲明白、讲清楚，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
下一致，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成为让学
生喜爱的人， 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更
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传
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育人者要先受
教育。追求并确立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就
能给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人生航向。广大思
政课教师要自觉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
个方面要求对标，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自觉
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高尚的人格
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
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英
雄辈出，大师荟萃，都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
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奋进新时代，踏上新
征程，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
师队伍，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
就一定能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载3月20日
《人民日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