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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王
亮 蔡矜宜 周倜）精彩的比赛、火爆
的氛围，2019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亚洲杯今天在长沙落幕。赛事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三人篮球亚洲
杯永久落户长沙。

本次三人篮球亚洲杯为期5天，除
了预选赛时参赛球队实力偏低， 又是
工作日，现场观众稍微少一些，但从正
赛开始现场就基本处于爆满的状态。
尤其是有中国队比赛的时候， 不但一
票难求，媒体也限制人数进场。

比赛中，虽然中国女队未能从小组
赛中出线，但中国男队表现出色，最终
获得季军，超越了上届亚洲杯的成绩。

本届亚洲杯的执行单位湖南体育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彬表示：
“本次赛事无论是举办场地的人流量，
还是比赛的热度、现场的氛围、球票的
销售，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他认为，
三人篮球亚洲杯连续3年落户长沙，让
市民有机会现场欣赏高水平的赛事，
是我省体育产业发展的一次机遇，将
大大助力我省篮球运动， 尤其是三人
篮球的发展。“我们希望该项赛事能永
久落户长沙， 最终办成属于长沙的一
个新的IP赛事。”陈彬介绍，目前他们已
向中国篮协提出了申请。

他还向记者透露， 争取明年将三
人篮球亚洲杯放在橘子洲举行，“橘子
洲是长沙地标，交通便利，风景好，赛事
办在那里能和湖湘文化结合得更好。”

赛事组委会：

期待三人篮球亚洲杯永久落户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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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秋

英雄张富清，深藏功与名。 95岁
的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来刻意尘
封战功 ，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
色。 在部队 ，他保家卫国 ；到地方 ，
他为民造福 。 这样的感人事迹 ，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所指
出的，“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 淡泊
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 是广大部队
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人生在世 ，难以回避 “功名 ”二
字。 有人把功名看得很重，把荣誉作
为向人炫耀的资本， 喜欢躺在功名
簿上睡大觉， 殊不知功名反而成了

其前行的负担和累赘。 老英雄张富
清把功名看得很淡，深藏功与名，用
朴实纯粹、 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
生 ， 彰显了初心与使命的伟大力
量。

“荣誉的桂冠，都用荆棘编织而
成”。 张富清这样回应人们对他多年
“低调” 的不解:“一想起和我并肩作
战的战友 ,有许多都不在了 ,比起他
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
显摆啊?”唯有经历过血与火的生死
考验， 才能在荣誉面前如此云淡风
轻。 应该说，正是为人民求解放、谋
幸福的初心与使命， 促使张富清把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书写了保家卫

国的英雄篇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 ”战争年代，张富清在枪林弹
雨中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和平
建设时期，离家征战已经7年的张富
清本可以转业回原籍工作， 他却选
择了到艰苦、困难地区为党工作、为
人民造福。 张富清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与使命， 值得我们好好
学习。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 ”张富清自1955年转业以来从
未向人提及自己的辉煌历史， 甚至
连儿女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去年底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这个秘密也许

还将一直保守下去。 张富清坚守“赶
考”初心与使命、把清廉自守作为鲜
明政治本色，让人由衷敬佩。

初心与使命， 是我们党不忘来
路、开辟未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奋斗。 相较于革命前辈，今天
的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更要保持初
心， 不遗余力地肩负好时代赋予的
使命。 要结合各自实际向老英雄学
习，树立 “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定
有我”的信念，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
守， 于平凡处显初心， 自觉将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伟大梦
想的奋斗之中。

舒朗秋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方案 （2019—2021年 ）》
（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 提出，
2019年至2021年，持续开展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三年共开展各
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
以上，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
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
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
技能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
一。 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但社会上仍存在一些不重
视普通劳动者、不尊重技术工人的现
象， 导致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学技术、
不肯练技能， 技能人才短缺日趋严
重，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
级的一大瓶颈。

怎样培养和造就高技能人才、留
住高技能人才、用好高技能人才，是需

要社会各界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首先应提升对技能人才价值的

认可和尊重。要让全社会都认识到技
能人才的独特作用、 地位和价值，让
技能人才变得更为自信自豪，从而吸
引和引导更多年轻人学技能、 当技
工、搞技术；其次，要完善职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体系。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
企业的积极性，优化招生环境，落实
好培训奖励和补贴政策，从而增加技
能人才的输出和供给。 此外，要为技
能人才提供更好发展环境。政府和企
业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打破地域
户籍界限、行业职业界限、年龄身份
界限，既给予物质奖励、精神激励，又
实施优惠待遇和政策倾斜，从而激发
企业职工学习、钻研技术的热情和干
劲，推动涌现更多高技能人才。

总之，只有优化技能人才培养机
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才能造就、
吸引和留住优秀技能人才，才能在高
质量发展的大舞台上绽放独特光芒。
相信通过“众人划桨”、众手合力，一
定能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

姜伟

近日，笔者有幸作为党校学员到
湘西永顺县交流学习。该县“八阵图”
“不二门”“洗心池” 等历史文化遗存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引发了
我的思考：不二门，源于佛家用语“不
二法门”，意为得道的唯一门径。那么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的“道”是什么？
得道的“不二法门”又是什么？ 我想，
唯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保持 “不
二”之心，才能突破重重困境、走出黑
夜迷茫，才能通过“不二法门”。

涵养“不二”初心，永葆忠诚“底
色”。建党98年来，我们在凶恶的敌人
面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在无数的
艰难险阻面前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我们同人民群
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鱼水之情”，靠的
正是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我
们共产党人的“道”，也是我们冲破困
境的“不二法门”。只有做到对党绝对
忠诚，常怀感激之情、常思肩上之责、
常修立身之德、常持谨慎之心，才能
取经得道、“修行”成功。

保持“修行”状态，彰显担当 “本
色”。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每一个国
家、民族、政党的前进征途，都不可能
一马平川、风平浪静。既然是“修行”，
就必然要经历狂风骤雨、 大风大浪。
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更是
从政本分；既是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
任感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员干部
能力强弱、素质高低的“刻度尺”。 只
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敢想敢干、能想能
干、勤想勤干，就一定能把事情干好
干成。

练就“过硬”本领，绘好奋斗 “亮
色”。成长没有捷径可走，本领也不可
能从天而降，只有“千锤万凿”，才能
百炼成钢。一方面，要坚持理论学习，
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作
为踏浪而行的动力和厚积薄发的能
量；另一方面，要保持斗争精神，多到
基层一线、多到利益交织的矛盾集中
地去摔打、锻炼，锤炼斗争本领。 70年
前，毛泽东同志提出“进京赶考”的重
大命题 ，作为党员干部 ，应常怀 “赶
考”之心，不断提高“应试”能力和水
平，在一场场“考试”中逐渐实现“分
数”提升、人生价值升华。

“水氢汽车”一路畅通
折射畸形政绩观

“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 近日，《南阳日报》一篇报道
将青年汽车集团和它的“水氢汽车”推上风口浪尖。

在这起“水氢汽车”闹剧中，除去这个项目本身并不符
合节能环保要求、无法真正落地外，当地政府卷入这个项目
也是引发舆论热议的关键问题。 据悉，当地财政给该项目投
了不少钱， 但这笔投资最后极有可能打水漂。 出现这种情
况，究根结底，还是畸形政绩观在作祟。

要让“水氢汽车”这类闹剧失去生存土壤，除了主政一方领
导须提高科学素养、长出一双慧眼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回归到
科学政绩观上来，不盲目追逐GDP，不能为了招商引资而放弃
底线。与此同时，重大行政决策、巨大投资项目应邀请专家学者
参与科学论证，避免因“一言堂”而走错路、绕远路。

文/何勇 图/闵汝明

汪昌莲

“以房养老 ”，主要是指老年人
将住房反向抵押给保险公司， 从而
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保险金 。
这本是政府鼓励的一种商业养老保
险业务，但部分不法公司却打着“以
房养老”的旗号欺诈老年人，导致一
些老人陷入房财两空的境地。

对于“以房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模
式，国家作出了制度安排，公众也寄予

厚望。 但从实施情况来看， 却颇有些
“叫好不叫座”。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3月底， 全国范围内只有133户家庭、
194位老人完成了承保手续。老年人参
与率之低，超乎人的想象。

在相关调查中， 超过五成受访
者不看好这一政策， 超过三成受访
者担心房子抵押后老人会吃亏。 正
规“以房养老 ”保险产品遇冷 ，打着
“以房养老”幌子骗取老年人房产的
欺诈案却频频被曝光， 这些现象表

明“以房养老”还存在一定缺陷。
事实上，“以房养老” 目前只是个

小众产品。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大多
数老人都会将房子留给自己的孩子。
而房子未来价值存在不确定性， 也让
老年人群体和不少保险公司对这一业
务并不热衷。可见，“以房养老”需要走
出小众格局，向“以房养家”扩展，才能
承载更多利益保障。

换言之，遏制“以房坑老”，还须制
度激活“以房养老”。首先，应尽快出台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担保政策， 将其
作为国家政策性业务， 纳入我国养老
保障体系，鼓励供给，满足需求；政府
部门应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和配套措
施，并做好监管，使“以房养老”成为公
共养老的有力补充；再者，应提高受益
面，实行“以房养老”向“以房养家”转
变，房屋变现后，不仅可用于养老，还
可用于子女创业、孙辈就学等。还应逐
步扩大抵押房产的范围， 将其他类型
的不动产，如商业类房产、共有产权住
房、农村宅基地房产、农村家庭承包的
土地使用权等列入抵押范围， 从而更
好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

“深藏功与名”彰显初心、令人景仰 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
需要“众人划桨”

“不二门” 前的深思

遏制“以房坑老”，还须激活“以房养老”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

26日下午进行的2019年国际篮联
三人篮球男子8强赛，中华台北男队以3
比21的悬殊比分不敌中国队，结束了本
届亚洲杯之旅。尽管大比分输球，但中
华台北男队的队员并没有太多气馁，因
为能跻身8强， 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的
预期。

本次亚洲杯，中华台北男女队都是
从预选赛打起。台湾媒体记者游品瑜透
露，中华台北女队的经验更丰富、成绩
更出色，而本次男队的4名队员，只有1
人此前打过三人篮球，余下都是常年从
事五人制篮球， 因此参加本次亚洲杯，
男队主要是积累经验。

但是预选赛上，中华台北女队输给
菲律宾队，遗憾出局，倒是中华台北男
队脱颖而出， 先是全胜战绩杀入正赛，
然后又从小组赛突围，闯入8强。

也是因为没有经验， 在8强赛面对
中国队时，中华台北男队攻守都没打出
来，失误也比较多，最终以18分的悬殊
分差落败。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次亚洲杯
还是很满意的。” 中华台北男队队长黄
聪翰现在台湾SBL联赛打球，效力台湾
啤酒队，他告诉记者，“一直关注大陆的
CBA和NBL联赛，比如林志杰、刘铮等
前辈都在CBA闯出了一片天。期待有机
会能到CBA或者NBL球队打球， 进一
步提高自己。”

据介绍，大陆和台湾现在的篮球交
流比较频繁，除了一些高中和大学交流
赛，每年都有很多台湾的男、女篮球运
动员在大陆的CBA和WCBA效力。本
次中华台北女队的魏于淳就在WCBA
打球，先后效力河南队、辽宁队等球队，
记者随口问她：“中不中？” 她先是愣了
一下，然后回过神来，笑着说：“中！”

� � � �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通讯员 钟柯 王甲林） 今天，2019
年津市市首届“湘鄂边”乒乓球邀请赛
暨第26届湘北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在
津市市五环时代全民健身中心收拍。
经过近两天的角逐， 津市市乒协队包

揽男、女团体冠军。本次比赛由津市市
人民政府主办， 邀请了来自长沙、益
阳、 常德以及湖北省荆州市共25个县
市区42支球队的400余名选手参赛。所
有参赛运动员为协会或俱乐部注册会
员，平均年龄28岁左右。

希望到CBA打球中华台北队员：

首届“湘鄂边”乒乓球赛津市收拍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蔡矜宜

本届亚洲杯的4名中国男队队员，正
是去年征战U23世界杯的阵容。本次参赛
重在积累经验，但年轻的郑毅、刘恒驿、李
浩南和陈培东，一路敢打敢拼，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同时，队中郑毅入选亚洲杯男
子组最佳阵容。

25日先后击败卡塔尔和新西兰队后，
中国男队顺利挺进8强，26日上午率先迎战
中华台北队。相比中华台北队，中国队实力
更胜一筹，经验也更加丰富。比赛中，陈培
东里突外投，连连得分，郑毅也延续了前两
场火热的手感，连中两分球。中华台北队面
对中国队高强度的防守，有些不知所措，一
些篮下进攻也没有打进， 全场只得了3分。
在刘恒驿投中个人第二个两分球后， 中国
队以21比3大胜晋级。

进入男子4强，中国队遭遇本届赛事最
强大的对手澳大利亚队。 澳大利亚队2018
年第一次参加三人篮球亚洲杯， 就一举夺
魁。 澳大利亚的三人篮球与五人制篮球风
格如出一辙，高强度对抗，压迫式防守。

在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 中国小
伙赖以取胜的“法宝”———两分球和突
破，在对方高机动性、高强度的防守下，
不再无往不利。而另一边，澳大利亚队却
在激烈的对抗中， 上演了两分球6投6中
的神奇表现。

尽管中国队在比赛中一直迎难而上，
每球必争，最后还是以15比21落败。郑毅赛
后告诉记者：“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强度太
大，而且对我们做了针对性的研究，让我们
的得分受到很大限制。 这场比赛我们受益

匪浅，看清了未来需要提高的地方。”
随后的男子季军战，同样是经受一天

3赛的巨大考验， 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
一起陷入体能危机。两队打了3分多钟，中
国队仅以2比0领先， 而哈萨克斯坦队直
到还剩3分55秒时，才命中第一球。全场比
赛，中国队一直保持领先，尽管在末端一
度被对手追至10比12， 但中国队凭借坚
强意志，稳住局势，最终以14比11取胜。

季军赛结束10来分钟后， 刘恒驿依
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他说：“一天3场比
赛真的太累了， 刚刚和哈萨克斯坦队对
阵，每分每秒都是在拼意志。”

对于中国队4位小伙的表现， 中国三
人篮球男队教练刘震赛后大为赞扬：“为
小伙子们感到骄傲！ 虽然没有进决赛，但
球队从小组赛一路打到季军赛，最终获得
第三名，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也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和澳大利亚队
的较量，我们虽然输了，但比赛也证明，年
轻的我们有能力和他们对抗。”

26日晚男队决赛时，中国女队队员迪
拉娜出现在场边。她似乎还没从小组赛失
利的阴影中走出来， 谈到本次亚洲杯，她
略显无奈地说：“首先还是很遗憾，连小组
赛也没有出线。 但两个对手的确很强，我
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也算不虚此行。”

最终， 实力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包揽了
本届亚洲杯的男女冠军。其中，澳大利亚男
队以21比9击败蒙古队，实现卫冕，女队以
20比9战胜哈萨克斯坦队，首次登顶。

本届亚洲杯结束后，中国队冲击东京
奥运会的征程还在继续，接下来将参加三
人篮球世界杯、国际大师赛等赛事。

� � � � 5月26日，2019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在长沙
落幕。中国男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澳大利亚队，但在季军战
中以14比11击败哈萨克斯坦队，获得第三名，超越上届第
五名的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男队摘铜牌
实现历史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