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20日的2019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传来
捷报———三名湘籍选手侯志慧、 谌利军和
廖秋云， 分别夺得女子49公斤级抓举、男
子67公斤级总成绩、女子55公斤级挺举和
总成绩4枚金牌。其中廖秋云以227公斤刷
新自己保持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勇攀世界高峰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

屈银华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为
中国赢得了荣誉。

征服世界最高峰， 是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上快速健
康的发展道路。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
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字概括了体育
工作的根本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下，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
育运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以及农村都普遍开展各种体育
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为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经过艰苦
训练和顽强拼搏，不断打破纪录、填补空白，在举重、田径、
乒乓球、游泳、登山等项目上取得显著成绩。

1959年4月，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上，奋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赢得第一
个世界冠军。

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的重
要标志。经过几代体育健儿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
中国体育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正在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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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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0 6 9 2 8 9 2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6 33271139.3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56 4 7 4
排列 5 19256 4 7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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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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0日应约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
萨勒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沙关系全面
快速发展。 中沙是全面战略伙伴和共建
“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伴。中方赞赏沙

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攸关中方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的宝贵支
持， 中方同样坚定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稳定所作的努力。中方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沙特的
关系，愿同沙方保持沟通，为两国关系和

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萨勒曼表示，沙中关系牢固良好，沙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在关乎中方核心
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给予中国坚定支持，期待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勒曼通报了近日沙特石油设施遭

遇袭击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中方对沙
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予以谴责，这一事件
给海湾地区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
击。希望事件得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
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局势紧
张升级的行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20日在安

徽省合肥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各国

需要加强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机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要一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制造业新技术蓬勃发展，为
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通电话

———共和国荣光

� � � � 91岁的李延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一
位一生默默奉献， 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军队
老党员。

1945年10月， 李延年参军前往东北。
那时的中国，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
参军后不久， 李延年就参与到解放东北的
战斗中。

初到东北， 李延年和战友们连一件像
样的冬衣都没有。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
从不入户打扰群众，群众也非常拥护部队。

部队缺粮， 群众主动把粮食送了过
来。 部队把群众送来的物资一一造册登
记，打上欠条，并郑重承诺：解放后新政
府一定如数奉还。

根植于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辽
沈战役打响后， 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
阻击战，堵住廖耀湘兵团。

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候，李延年和战友
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赶在天亮之前到达
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
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 发起一轮轮强力冲
击，一批批战友倒在了前沿阵地。他清晰地
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友
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次战斗， 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了3
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 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

役，每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奖。1950年8月，
在湘西剿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李延年随志
愿军入朝作战。 这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
最难忘的。

1952年11月， 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
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后来，李延年又参加了多次战斗。60多
年过去了， 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李延年永
不磨灭的回忆。

离休之后的李延年生活低调， 南宁市
许多中小学邀请他为学生作红色教育讲
座，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

对所有烈士的褒奖， 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
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
神的传承和教育， 李延年把个人获得的各
类证章大部分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并
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 传承战斗精
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
扬优良革命传统。

为了讲好历史， 李延年多年来坚持
读书看报听广播，刻苦学习党的理论。他
卧室的书桌上， 摆满了各类政治学习书
籍， 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理
论要点和心得体会。

近年来， 李延年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
“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始终保
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革命本色，用
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据新华社南宁9月20日电）

李延年：荣誉属于所有烈士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377475
1 1268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48
852
9492

8
24
268

123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173
101578

479
339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9月20日 第201911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2805 11 15 19 24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20日

第 201925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48 1040 985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24 173 280952

0 81

奥运“模拟考”发挥正常
“三名湖南运动员都发挥了正常水平。

其中，侯志慧赛前腰部有点伤，能拿到这个成
绩不错。廖秋云刷新了自己的总成绩世界纪
录令人欣喜。”

20日晚，湖南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王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明年
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之一，本届世锦赛是对
运动员夏训的一次有效检验，可以看到各个
项目、级别竞争激烈，湖南运动员在这场“模

拟考”中发挥正常。
女子49公斤级决赛于19日晚率先进行，

侯志慧以94公斤获得抓举冠军，挺举和总成绩
均取得亚军。20日的男子67公斤级决赛争夺异
常激烈，谌利军在“内外夹击”的形势下，以337
公斤拿下总成绩金牌。抓举金牌由来自浙江的
冯吕栋夺得， 朝鲜选手朴正洲以188公斤的成
绩取得挺举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20日晚的女子55公斤级争夺主要在两
名中国队选手之间展开———来自广东的张
宛琼以1公斤优势率先拿下抓举金牌，沉着冷
静的廖秋云凭借挺举优势完成逆袭， 以129
公斤夺冠， 并以227公斤的成绩刷新自己保
持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双重压力”下力拼稳定
9月18日至27日， 在泰国芭提雅市举行

的举重世锦赛，中国队利用20人的满员参赛
资格全面出击13个奥运会竞赛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举重队本次出征泰
国共在6个项目级别派出“双保险”， 而侯志
慧、谌利军和廖秋云的所在项目均在其中，这
不仅说明中国队对这几个级别的势在必得，
更意味着三名湘籍“举人”需要面对“外敌”与

“内战”的双重压力。
而根据国际举重联合会规定， 东京奥

运会上各协会最多派出男子4人、女子4人
参赛，并且每个级别只能一人参加。奥运会
不再有“双保险”一说，王明娟认为，运动员
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大赛稳定性将在竞争奥
运资格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能否出战东
京，并不会因为某一场比赛的成绩而定，国
家队最终会进行综合考量。

王明娟说：“接下来， 希望湖南运动员能
够避免伤病，在奥运备战中练好每一堂课，把
握住每一次大赛机会。”之后的比赛中，“压轴
出场”的湖南运动员张旺丽将对女子76公斤
级金牌继续发起冲击。

湖南“举人”世锦赛勇夺四金
刷新一项世界纪录

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

人民日报评论员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
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最大限
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是
人民政协的神圣使命。

“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
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展
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 把更多的人团
结在党的周围。”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深情回顾人民
政协70年的光辉历程， 高度评价人民政协
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所作的重要贡献， 全面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一
系列新要求， 深刻阐述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着力重点，为新
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70年前的9
月，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标志着
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
完全形成，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70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
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
充分证明，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
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
士、 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
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提出了一系列新
要求。主要是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党对人民
政协工作的领导， 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

定位，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广泛凝聚
人心和力量，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
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以改革创新精
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人民政协按照党中
央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
聚力，开拓了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 ，越
是任务艰巨， 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
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
处使的强大合力。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 就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 把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 ，
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
工作要求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 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70年前， 在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
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
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70年后的
今天，在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
的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加强
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共襄盛举。让我
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埋头苦干，开拓奋
进， 不断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
篇章，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载9月21日
《人民日报》）

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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