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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时隔2857天后， 终于再次在欧洲五大联赛的首发阵容中
看到中国球员的身影！上一位首发的中国球员是蒿俊闵，那是
2011年4月23日，他所在的沙尔克主场0比1不敌凯泽斯劳滕。

武磊来到巴塞罗那20天，西班牙人保持不败，三场球足足
踢了140分钟，证明自己不是一名“广告型前锋”。上一轮他更
是制造了一粒点球，助球队2比1逆转巴列卡诺。

西班牙人本轮对手瓦伦西亚， 是西甲长期的中上游俱乐
部。数据体现差距，“蝙蝠军团”全场21次射门，西班牙人仅为6
次。客观地说，能够客场从强大的瓦伦西亚身上带走1分，武磊
“赚到”经验，西班牙人也“赚到”三场不败。本轮过后，西班牙
人以8胜5平11负积29分排名第13位，瓦伦西亚位列第9。

1次射门、1次抢断、13脚传球， 这样的数据对于一名锋线
球员而言，只能说刚刚及格。但“武球王”不可谓不努力，直到
71分钟下场时，武磊的跑动距离为8.5公里，已经达到了欧洲
足坛的高跑动量。同时，这与球队所选择的保守型战略息息相
关———面对整体实力更胜一筹的瓦伦西亚， 首发出场的武磊
经常回撤到中场，在防守端做出了更多贡献。

从本场比赛来看， 武磊展现了自己服务于球队整体战术
的高适应性，他现在需要做的，是逐步适应西甲的快节奏和高
强度对抗，稳扎稳打争取获得稳定出场时间，在目前西班牙人
队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武球王”肯定还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下一场比赛，西班牙人的对手是“副班长”韦斯卡，武磊的
表现仍值得期待。

� � � �北京时间18日凌晨结束的西甲第24轮比
赛中， 武磊成为第一位在该联赛中首发的中国
球员，帮助西班牙人队0比0逼平“蝙蝠军团”瓦
伦西亚队，从客场收获宝贵的1分———

没有“惊艳”
赚了“经验”

� � � �图为武磊（右）在与瓦伦西亚队的比赛中。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7日电 在17日的NBA全明星赛
中，湖人队球星勒布朗·詹姆斯领衔的勒布朗队以178比164
战胜雄鹿队核心扬尼斯·安特托昆博率领的扬尼斯队，这也
是全明星赛改制以来“詹皇”率队第二次夺冠。此外，“效力”
勒布朗队的勇士队球星杜兰特荣膺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从去年开始，全明星赛已不再采用传统的东部和西部对抗
模式，而是由东、西部联盟各自获得球迷投票最多的球员担任
队长。本赛季詹姆斯和安特托昆博以票王身份担任队长职务。

本场比赛勒布朗队在上半场较为慢热， 曾一度大比分

落后。不过，队伍在下半场开启追分模式，最终反超比分获
得胜利。 杜兰特是詹姆斯组建勒布朗队时选到的第一名首
发球员，结果杜兰特全场拿下31分，是勒布朗队获胜的最大
功臣，他也凭借出色表现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比赛也不乏温情时刻。 勒布朗队的韦德和扬尼斯队的
诺维茨基本次全明星赛作为特邀球员参加， 美职篮希望借
助全明星的舞台向这两位即将谢幕的球星致敬。 这对好朋
友同年进入美职篮， 并携手在热火创造过辉煌。 韦德已表
示，本赛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NBA全明星赛勒布朗队胜扬尼斯队
杜兰特荣膺最有价值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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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近7万人次报考中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18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复试

正式开考，360余名考生从11441名报名考生中脱颖而出。2019
年有近7万人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比去年增长1万6千余人次，
为历年报考人数之最。据了解，表演系报录比高达229比1。

� � � � 这是全军将士永远难忘的历史瞬
间，这是改革强军砥砺前行的庄严昭示。

2016年9月13日， 北京八一大楼。官
兵整齐列队，现场庄重严肃，中央军委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隆重举行。 仪仗礼
兵护卫着军旗， 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
习主席将军旗依次授予武汉联勤保障基
地和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勤保
障中心军政主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防和军队改革
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
和力量体系实现整体性、 革命性重塑。
习主席亲自授旗、发布训令训词，是这轮
改革的一个鲜明历史标记。

近日， 记者采访了接受习主席授旗
的指挥员，回望那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聆听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铿锵足音。

习主席授予我们的是一面
军旗，也是一面引领我们改革
的旗帜

“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每当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主任朱满看到媒体报
道的照片， 总是心潮澎湃， 久久难以平
静。照片中，朱满身着礼服，手持军旗庄
严肃立。

“这是习主席授旗现场，那面军旗是
习主席亲手授予我们的。”回忆起两年多
前的情景，朱满仍然激动万分。

“那天，我们第5个接旗。我从习主席
手中接过军旗的那一刻，热血沸腾，感觉
很神圣、很庄严，既是荣誉和责任，更是信
任和重托。这一刻，我们也期盼了很久。”

军队是要打仗的。 从我军建设的现
状看，我军打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
指挥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比较突
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
原因是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 联合作
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 力量结构不够合
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面对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习主席
向全军发出改革最强音———

“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必须到中流

击水，不改不行，改慢了也不行，畏首畏
尾、犹豫彷徨只会错失良机。”

把握机会，乘势而上。在习主席领导
推动下，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改革大幕

徐徐拉开。
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

性问题，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成为“开场大
戏”，新的“四梁八柱”拔地而起；优化军兵
种比例，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
方向发展； 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政策制度
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这场重塑重构使
我军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新， 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 组织形态重
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

“习主席授予我们的是一面军旗，也是
一面引领我们改革的旗帜。”朱满曾在后勤
多个岗位工作过，亲身经历、见证了这场改
革，他颇为感慨地说，“按照联合作战、联合
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
习主席在训词中为我们明确了为什么建
设、 怎么建设、 建设什么样的联勤保障部
队，指明了联勤保障部队的定位、目标、要
求。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来说，这是改革强军
的深化、具体化，对我们第一代联勤保障人
来说，这是改革的新起点、再出发。”

习主席亲自授旗，传递了
改革必胜、强军可期的决心意志

大凡重大而深刻的军事变革， 都无
一例外地带来军队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
化， 都无一例外地留下永载史册的鲜明
印记。

2015年最后一天，陆军领导机构、火
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习主席亲自授
予军旗并致训词。

2016年2月，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
军旗并发布训令。

2017年7月，习主席向军事科学院、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军旗、致训词。

2018年1月，习主席向武警部队授旗
并致训词。

改革正式实施以来，习主席先后5次
在八一大楼授旗。这意味着什么、又传递
了什么？

身临其境， 朱满深有感触：“当我正
步行进到习主席面前，向习主席敬礼，双
手从习主席手中接过军旗的那一刻，我
感受到了军队统帅的果断、坚决、有力。
短短一瞬间，我们更加坚定了改革必胜、
强军可期的信心。”

事非经过不知难。从改革中一路走
来，全军官兵体会最深、感触最多的是
习主席领导推动改革强军的决心意志———

“改革关头勇者胜。在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上，我们要敢于闯难关、涉险滩、
啃硬骨头， 下决心在事关战斗力生成和
提高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实质性突破。”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

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
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改革

是一场革命。 既说出了这轮改革推进力
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
所未有，也讲出此次改革之难、之艰。回
望改革历程，无论军委机关部门负责人，
还是部队各级指挥员， 对习主席的论断
莫不感同身受、体会深刻。

改革之难， 难在冲破传统思维的禁
锢，难在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有些痛，
必须忍；有些关，必须闯。

主动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 从一切不
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
解放出来。全军团以上机关开展“新体制、
新职能、新使命”大讨论，掀起思想风暴，切
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军
委机关各部门加紧厘清权责边界， 规范工
作流程；各战区从“形联”走向“神联”，联合
作战值班、联合作战推演成为常态；在“脖
子以下”改革中新调整组建的部队，努力缩
短磨合期，加速形成战斗力……

步入“新体制时间”的人民军队，开
始了改革征程上的“二次创新”。朱满说，
作为改革之后第一代联勤人， 学习贯彻
习主席改革强军战略思想， 要从一般保
障实体的旧思维，转到联起来、动起来的
保障部队新理念上来； 从自我循环的旧
习惯，转到战保对接、前后一体的新模式
上来；从保障单一军种为主的旧方式，转
到供保“三军”的新职能上来。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是由部分联勤部
队合并而成，机关干部来自陆军、海军、
空军和火箭军等不同军种， 工作千头万
绪，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该中心官兵无
不动情地说：“这些问题个个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我们从习主席手中接过军旗，也
就接过责任和担当， 我们不甩给下级也
不推给上级，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
神破障前行。”

授旗之后，广大官兵要扛起
这如山责任

细节是瞬间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注脚。
两年过去了， 那天的一个细节仍让

朱满念念不忘。
“习主席给我们授旗之后，又接见了武

汉联勤保障基地领导班子成员和各联勤保
障中心主要领导，并同大家合影留念。离开
之际，习主席又回头向我们挥挥手。那一幕
令我们深受感动。当天晚上，我们围绕回去

怎么干讨论了很久，几乎一夜未眠。”
习主席对联勤保障部队赋予了重任

和厚望， 新一代联勤官兵如何扛起这如
山责任？

记者走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办公
楼， 一楼大厅显著位置是习主席发布的
训词。走进朱满办公室，办公桌右前方墙
上也挂着训词。

“习主席发布的训词，尤其是四个方
面的指示要求，我们不仅要铭记在心，学
习好、理解透、入心入脑，更要贯注于行，
进入日常工作、 进入推动联勤保障部队
建设发展实践之中。”朱满如是说。

坚决听党指挥———中心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研究制定学习贯彻
训词、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专
项措施办法，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锻造铁心向党的政治品格。 在办公桌左
前方，立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朱满说：“党
旗在前、党在心中。维护核心、看齐追随
是首要政治责任。”

聚焦能打胜仗———中心按照“建设
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要求，积极融入联
合作战体系，完善保障方案计划，统筹推
进力量达标、物资调储等各项工作。在办
公室一角，整齐摆放着背囊、头盔等个人
战备物资， 朱满自信地说：“无论是部队
还是我个人，无论战备还是训练，一声令
下，都能打起背包就出发。”

锐意改革创新———中心针对部队建
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常委分片抓
建、机关挂钩帮带的领导管理模式。建立
军粮供应联管、联供、联动、联保、联查机
制，协调地方政府建设生活物资动员储备
基地，军民融合、平战一体迈出新步伐。

优质高效保障———中心以服务官
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为宗旨，
与新调整组建的师旅单位及时理顺供应
关系，与供应接口逐一对接，全力重构新
型保障供应体系。

训令训词，震山撼岳；军旗飘飘，阔
步向前。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大考中，
全军官兵听令而行、闻令而动，以巨大的
勇气和担当，冲破思维定势、利益藩篱，
告别零敲碎打、修修补补，向着整体性变
革、革命性重塑破障挺进。

改革争在朝夕， 改革永无止境。在
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 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 始终保持抓
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为夺取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全面胜利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习主席为我们授军旗 纯电动汽车能耗指标等
646项国家标准发布

两部门要求猪肉制品企业
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 针对媒体报道水饺等猪肉制品检出非洲猪瘟病
毒核酸阳性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已要求企
业立即追溯猪肉原料来源并对猪肉制品进行了处置。

目前，两部门已派出联合督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要
求猪肉制品生产企业进一步加强对猪肉原料的管控， 落实
检验检疫票证查验规定，完善非洲猪瘟检测和复核制度，防
止染疫猪肉原料进入食品加工环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