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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最好状态留到东京奥运
——访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新华社记者 苏 斌 张 寒

江西游泳小将奥运补位赛夺冠
本报讯 （李征）6 月 1

日，在西安进行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游泳项目测试赛暨
东京奥运会补位赛上，16岁
的江西小将程玉洁以 53 秒
76的成绩获得女子100米自
由泳冠军。

据了解，程玉洁在 5 月
初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

赛上，以 53秒 91的成绩，获
女子100米自由泳第三名，同
时超过奥运A标。这次比赛
程玉洁最终游出53秒76，再
次超出奥运 A 标，并再创个
人最佳战绩。而在参加 5月
全国游泳冠军赛之前，程玉
洁 100米自由泳最好成绩是
54秒75。

从新乡到南阳，中国乒乓球队在不
到一个月时间里进行了两站奥运模拟
赛。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要通过热身赛挖掘潜力，同时看到
不足。接下来50多天队伍会不断完善，
争取把最好状态留到东京奥运。

挖潜力、增信心、找不足
“队员的发挥一站比一站好，主力队

员的整体状态第二站比第一站有明显好
转，说明这十几天的板块训练还是有明
显提高。”刘国梁道出了赛事的意义。“比
赛中他们也碰到了困难和很大冲击，我
觉得这是好事，说明现在中国乒乓球队
的年轻队员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要通
过热身赛和内部练兵，发掘小将的潜力，
发掘他们争胜的欲望。”

刘国梁表示，能够通过比赛看到问
题，看到存在的不足，更有针对性地进行
之后的封闭训练。“我们不断完善，一边赛
一边练，争取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东京。”

樊振东完成大逆转，王曼昱打破“冠
军荒”，许昕晋级三项决赛，混双决赛上
演被视为东京与巴黎奥运会组合的对
决。刘国梁认为，五天比赛里，所有队员
拼尽全力。

“许昕这种老队员差点拿三块金牌，
两次决赛输了比较可惜，但是他这种精
神值得所有人学习，至少一点，许昕回来
了。王曼昱这次发挥得不错，她已经低

迷一段时间了，对这个冠军非常渴望，这
次赢完之后，我觉得会更好地促进我们
的奥运阵容。”

“除了东京之外，还要放眼巴黎。内
部练兵一致对外，终极目标是奥运会。
通过这样的强强对抗，让我对这支队伍
更有信心，要有‘只有中国队才能战胜中
国队’这样的士气。”

拼尽全力，问心无愧
赛事期间刘国梁每天从早盯到晚，

每一个队员都拼尽全力，是令他感动和
最满意的地方。“这是很难见的，一个这
么强对抗的队内比赛，队员能够全身心
投入，教练组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比赛赛
制。规则一变，‘战狼’涌现。”

在他看来，年轻队员从中看到了希
望，找到了欲望。周启豪、何卓佳、徐晨
皓这些年轻队员你追我赶向上去拼，给
主力队员带来压力，主力队员也要消耗
更大的精力，“队内比赛里，他们不打起
百分之百的精神是很难取胜的。”

刘国梁表示，奥运会延期一年，老将
的挑战大了一年，小将的成长就多了一
年。此消彼长，现在队伍的新老对抗是
最白热化的时候。

“我知道每个人都抱了最大的期望，
我们也是拼尽全力问心无愧，希望能够
在东京奥运会取得最好的成绩。”他说。

里约奥运期间，时任中国队总教练的

刘国梁得到了“不懂球的胖子”这一称
号。在东京，尽管不会在第一线指导队
员，但刘国梁说，会跟队伍一直在一起，就
球员和教练没有发现的细节进行提醒。

“以前所有的奥运不等同于这次
奥运，奥运之前我也要将更多注意力
放在队伍备战中。毕竟对这支队伍比
较熟悉，而且有一些经验要时刻跟队
员、教练交流，因为赛场上瞬息万变。”
刘国梁说。

“如果我是第一个发现队员不足的，
我们就可以改变，就可以战胜对手。如
果对手的教练和球员比我们发现得早，
结果就会反之，所以我们就瞪大眼睛找
差距，找隐患。”

加强自身，做好困难准备
结束两站奥运模拟赛后，国乒将转

训威海。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 50
多天，刘国梁认为，国乒最后阶段的备
战，一是要加强自身能力，还要研究主要
对手，针对性做一些困难的准备。

刘国梁透露，接下来的集训期间还
会举行两次针对性更强的热身赛，既要
让运动员找到最好的状态，同时每一次
比赛教练组绞尽脑汁，能让队伍按照自
己的节奏去备战，有的时候是全力以赴，
有的时候是局部重点加压。

“疫情的原因，国际比赛减少了，球
已经练得很扎实了，更多的时候是练心，

特别是奥运的赛场，练心对运动员来说
是最难的。”

对于奥运金牌，刘国梁说，还是按照
自己的节奏，“保三拼四争五”。

“这两站比赛打完后，我更加有信心
了，已经迫不及待等待东京奥运会的开
幕。这些队员已经‘磨刀霍霍’，就想在
这种赛场上展示自己，但还有 50 多天，
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个
脚印做得更扎实。”他说。

他指出，这 50 天当中，要把这些队
员精雕细刻，让年轻队员摆正位置，用什
么样的心态冲击奥运会，老队员一样不
能背上包袱。

“奥运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奥运金牌的重量是一样的。”刘国梁说，
心态心理将是决胜的重要砝码。

“老队员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能把
自己位置放低，当成年轻运动员去拼所
有对手。年轻队员更要去展示自己，不
能背上包袱。说起来容易，但是运动员
的心态在比赛之前瞬息万变，只要在开
赛前这一秒钟我们能把运动员心态调整
好，我相信我们就能取胜。”

刘国梁透露，国际乒联、东京电视台
都希望能拿到两站模拟赛的转播信号。

“我们敢于电视直播，就是敢于让所有的
对手去研究，这显示出我们的自信。”

“只有变得更强大，你才不会害怕。”
刘国梁说。 （据新华社河南南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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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张骁）记者1日
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北京市11个北京冬奥会
场馆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其中，国家速滑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五棵
松冰上运动中心、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获得绿
色建筑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首钢滑雪大跳台获得绿色雪上运
动场馆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
馆、首都体育馆场馆群等获得绿色建筑二星级评
价标识。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表示，秉承节
能环保建设理念，冬奥场馆正让“低碳冬奥”蓝图变
为现实，成为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笔重要资
产。

清洁能源利用方面。北京市冬奥场馆 100%使
用绿色电力，不仅从源头减少场馆碳排放，还积极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延庆山地新闻中心
建有光伏发电系统，实现电力“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延庆冬奥村采用高压电锅炉供暖，实现100%可
再生能源供应热力。

创新技术应用方面。国家速滑馆采用马鞍形
单层索网结构，屋顶重量仅为传统屋顶的四分之
一，大幅减少场馆耗材并减低建设难度。此外，北
京冬奥会冰上场馆大规模采用二氧化碳环保制冷
剂进行制冰，该制冷剂碳排放值趋近于零；制冰中
产生的高品质余热可进行回收利用，较传统方式效
能提升约30%。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延庆赛区坚持“生态优
先”建设原则，赛区采用树木移植、表土剥离等方
式，成功修复185万平方米建设用地，目前生态修复
工作已完成 95%；赛区建设还注意将废弃的渣土、
石块用于雪道填方和景观工程建造，有效减少建设
资源消耗。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还在北京和延庆赛区建
设3个、共计5万平方米的超低能耗示范工程，位于
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延庆冬奥村D6组团、五棵松
冰上运动中心。这些场馆大量应用节能环保设计
和新技术，场馆运行更加高效，彰显节能减排示范引领意义。

近日，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纪委以“学史增信”为主题，将
学习党史与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精神和省市区全会精神结合起
来，举办党史等学习会。学习会上，大家探寻中纪委历史足
迹，全面解读纪委机关在党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纪
检干部们结合工作实际和学习感想讲述共产党人“一切为了
人民”的价值底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严于律己、从严治
家”的廉洁作风。

今年以来，该镇纪委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和实践，制定了学
习过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行动方案。同时，把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政治监督的重点任务，确保全镇各级党组织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并通过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检验
学习成果，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下一步，该镇纪委将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切实发挥纪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实行“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多听干部、群众的意见，聚
焦群众的痛点难点，为民多办实事，为纪检监察工作打好扎实
的群众基础。 （钟俊杰 刘树军）

湘东镇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近日，围绕“美丽冈上 幸福家园”环境综合整治主干道
“段长制”责任分工方案，南昌县冈上镇纪委派出3个督查组，
从“三个方面”深入各段进行现场督查，力促“段长制”实现“段
常治”，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

一是环境卫生方面，重点围绕路段垃圾清理和违章建筑
拆除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交通秩序方面，重点围绕出店
经营占道、车辆乱停乱放、占道施工围挡整治等问题开展监督
检查；三是人员部署方面，重点围绕各地段人员工作推进和具
体做法等问题进行实时监督，责任到人。

下一步，冈上镇纪委将对督查发现的 5类问题进行汇总
梳理，制定“问题清单”，并将问题及时反馈，明确各段整改责
任人，限定整改时间。对整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不
认真负责、走过场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督促各责任段
巩固环境整治工作成效，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为打造“美
丽冈上 幸福家园”提供有力的纪律保障。 （吴博冲 程 坤）

冈上镇纪委:督促“段长制”实现“段常治”

█“乡村振兴，农行跑出加速度”系列之三

作为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南

丰县龟鳖养殖规模在全省排名第一。近

年来，龟鳖养殖业更是在南丰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脱

贫攻坚路上，充分发挥了特色产业促增

收、助脱贫的重要作用。农行江西南丰县

支行多年来持续加大对当地惠农贷款投

放力度，大力支持该县龟鳖养殖产业发

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原来我也养过甲鱼，可是没有经验，

养出来的甲鱼个头小，还经常发病，亏了几

万块钱。现在在这里打工，每个月有工资，

老板还免费教我养鳖技术，如果我自己以

后还想养，他还可以帮我卖。”南丰县丰野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李师傅说道。

南丰县丰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前身为南丰县丰野甲鱼生态养殖专业合

作社，是南丰县第一家引进、开发、探索稻

鳖养殖综合种养技术的生态商品养殖企

业，长期聘请周边各村农户务工，带动周

边农户致富增收。

“我们都是农民，只不过我们养鳖更

早，吃的亏也更多，所以更有经验而已。”南

丰县丰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庄经理笑

着说，“去年我们想扩大生产规模，多招一

些周边农户，需要增加流动资金。农行进

行风险评估之后，给我们批了 160万元贷

款，这笔贷款让我们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把

周边的农户也一起带动起来，一起致富。”

近年来，农行江西抚州分行加大信

贷资源投入，支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为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动力。截至 4
月末，农行江西抚州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达 113.08 亿元，比年初净增 1.74 亿元，助

力了地方经济发展，为抚州高质量贡献

了力量。 （李文坚）

产业助致富 拓宽小康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抚州消防救
援支队始终紧盯人民群众身边的“急难愁
盼”问题，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作为检验实效的生动考场，真心实意
为群众排忧解难、帮扶助困，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聚焦关心事，及时解民惑。该支队紧
紧围绕“防”“救”两大核心职能，把消防安
全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结合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紧盯消防安全重点领
域，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在资

溪县试点建成全省首个乡镇应急指挥中
心；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回头
看”行动；依托“智赣 119”建设，在东乡区
上线运行“住宅小区车辆违停视频抓拍系
统”，将违法违停行为上传至“交管 12123”
平台进行处罚，解决了住宅小区消防车道
占用问题；深入抚州市溪山湖开展跨区域
抗洪抢险实战拉动演练，坚持全区域响
应、全要素保障、全流程实战，严格锤炼队
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快速
响应处置。

聚焦急难事，真心纾民困。该支队依
托问政抚州、12345政务服务热线和96119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热线，畅通群众咨询、
求助、建议和举报投诉渠道。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已接到各类举报投诉 143
起，已全部核查处理。5月12日，受强对流
天气影响，资溪县鹤城镇周家村道路被破
坏，村民日常通行不畅，当地消防救援人
员紧急行动，清除出一条安全的道路，得
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聚焦烦心事，帮扶暖民心。该支队坚

持从身边小事做起，用一件件暖心事，一
次次解民忧。支队机关对接帮扶临川区
文昌街道灵芝山社区30余名住户；崇仁大
队组织“青年先锋队”开展群众体验式消
防宣传活动；资溪、南城大队深入社区、街
道，开展卫生清扫、为老人理发系列便民
活动；南丰大队联合团县委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为留守儿童赠送了书包、铅笔、
橡皮等学习用品；高新大队开展“办实事、
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活动，深入空巢
老人家中开展帮扶慰问工作；宜黄大队帮
扶干部深入结对帮扶户家中，了解其生活
情况和存在困难，并为他们送去大米和食
用油等生活用品。 （黄志峰）

解民惑 纾民困 暖民心
抚州消防救援支队为群众办实事见成效

6月1日，阿根廷球星阿圭罗身着巴塞罗那队新球衣亮相。
阿圭罗与巴萨签署的合同将于2022-2023赛季结束后到期，其合同毁约金高达1亿欧元。发布会上，阿圭罗也

谈到了自己的阿根廷同胞兼挚友梅西。他表示很期待与后者一起踢球：“能与梅西同在一支球队踢球，对我来说是
一种荣幸。” 新华社/路透

“梅罗”连线
谁与争锋

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6月 1日发布公告，确认意大利教练
安切洛蒂时隔六年后回归“银河战舰”，接替齐达内出任皇马
主帅。

这是2021年2月10日，时任埃弗顿队主帅的安切洛蒂在
英格兰足总杯第五轮对热刺队的比赛中指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