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5日讯（通讯员 李振飞）
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全心
全易 ”客户服务方案 》日前发布 ，标
志着该公司服务提质工程启动。

据了解，方案包含易承保、易理
赔、心服务、心关爱等四大类二十多
个项目，包括车务代办、非事故道路
救援等附加服务， 广大客户将享有
更为尊贵的服务体验。 通过进一步
整合销售、承保、理赔、电话中心、柜
面和电子商务等环节， 湖南国寿财

险形成了多触点、 综合性的客户服
务平台，实现客户在任何时候、任何
地点、 通过多种渠道都可以与公司
取得联系，获得服务。

在推进客户服务标准化方面 ，
湖南国寿财险明确了电话中心 、承
保柜面、 理赔柜面和车险现场查勘
等窗口服务岗位服务标准， 制作了
共计18万字，插图近千张的窗口服务
岗位服务行为标准的“傻瓜”式操作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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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5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6月25日凌
晨， 2012年欧洲杯最后一场1/
4决赛落下帷幕， 最终意大利
队通过点球大战以4比2淘汰英
格兰队。 至此， 2012年欧洲杯
的4强全部诞生。

半决赛的较量将是火星撞
地球般的激烈。北京时间6月28
日凌晨2时45分，葡萄牙队与西
班牙队之间的“双牙对决”将率
先上演 ，29日凌晨2时45分 ，德
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

自1996年改制以来， 欧洲
杯有1/4决赛不过16年历史，本
届欧洲杯4强是改制后最巅峰
的对决。 从目前的国际排名来
看， 西班牙队高居世界第1，德
国队第3，葡萄牙队第10，意大
利队则位于第12， 数字全部相
加是26，而此前几届当中，2008
年这一数字是53，2004年因为
“希腊神话”， 这一数字更高达
71，2000年与今年类似也是4支
强队，但总排名也有52，而1996
年的数字是40。

就像 《西游记 》中的真假 “美猴
王”斗法，一方是升级版意大利，一方
是山寨版意大利———改打意大利式
防守反击的三狮军团。 双方缠斗120
分钟仍难分难解 ，最终依靠点球 “魔
咒”将山寨版打回原形。

意英大战，不是所有人都能预料
到意大利会如此猛攻，英格兰会如此
死守。 经过开场时短暂的对攻后，双
方便奉献一场真实版的真假 “美猴

王”斗法。 只不过，英格兰打起了属于
意大利的混凝土式防守反击，意大利
反倒打起当年本该属于英格兰的狂
轰滥炸式进攻。 虽然意大利在进攻上
更漂亮 ，获得很多破门机会 ，尤其是
加时赛屡获绝杀良机，但在英格兰的
意式混凝土防守面前，怎么也砸不开
对方大门。

不可否认，这是一场没有进球的
盛宴。 在老将皮尔洛的梳理下，脱胎
换骨的意大利让人拍案叫绝，控球率
达到惊人的65.8%，45脚射门意大利人

就占了36次。 仅巴洛特利一人就射门
10次， 超过英格兰全队的射门总数。
德罗西与门柱的亲密接触，巴神的倒
挂金钩，诺切里诺的犀牛望月……只
不过，被普兰德利改造后的升级版意
大利 ，什么都准备好了 ，就是一时疏
忽，忘了穿上射门靴。 若不是门柱和
英格兰门将哈特的神勇，这场比赛恐
怕会踢出七八个进球。

不管如何将自己装扮成 “美猴
王”，英格兰终究逃不过点球大战的宿
命，倒在了“兰花劫”下，与波兰、荷兰、

爱尔兰、乌克兰等兰花们一起凋零。
崇尚进攻 ， 是本届欧洲杯的主

流。 晋级4强的西班牙、德国、葡萄牙
和意大利 ， 无不展现了攻势足球之
美。 就连防守宗师意大利都已主动进
攻，3场小组赛打进4球， 且场场率先
敲开对方大门，意英大战更是攻势如
潮。 而日益功利的荷兰、英格兰却丢
掉了足球的进攻之魂，企图用保守战
术的破铜烂铁将自己装扮成 “美猴
王”，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一场真假“美猴王”斗法，让人迷
恋那一抹激情的湛蓝。 当不再保守的
意大利遭遇坚忍的德国战车时，又将
上演一场什么样的半决赛？

北京时间6月25日凌晨， 虽然
英格兰队凭借门将哈特的多次神奇
扑救，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关键
时刻意大利门将布冯扑出了科尔的
点球，意大利队最终以4比2击败英
格兰队，晋级欧洲杯4强。

“点杀”

英格兰点球之殇
又是点球大战！
发生在英格兰队的点球故事太多

了， 这一次英格兰队依然没能摆脱持
续了16年的点球 “魔咒 ”。在意大利队
蒙托利沃率先罚失点球的有利情况
下，英格兰队没能抓住机会 ，阿什利·
扬和阿什利·科尔连续错失点球，英格
兰队以2比4遗憾出局。

1996年欧洲杯8强赛面对西班牙
队， 耶罗和纳达尔罚失点球给英格兰
队送上大礼， 坐镇主场的三狮军团得
以挺进下一轮。但谁也没有想到，那次
点球大战居然成为英格兰队在国际大
赛中的绝唱， 此后英格兰队从未在点
球大战中胜出。

1998年世界杯， 英格兰队与阿根
廷队在1/8决赛中狭路相逢，由于因斯

和大卫·巴蒂双双罚失点球，英格兰队
最终以3比4出局。2004年欧洲杯和2006
年世界杯8强赛，英格兰队两次面对葡
萄牙队，却两次倒在点球大战中，贝克
汉姆、兰帕德、杰拉德等成为英格兰队
的“罪人”。

本场比赛， 英格兰队全场被意大
利队压制， 凭借门将哈特的神勇和门
柱的帮忙，才坚持到最后的点球大战。
主帅霍奇森透露， 英格兰队赛前专门
进行了点球训练。 当点球大战真的来
临时，英格兰队依然未能打破“魔咒”。

意大利攻势如潮
虽然在常规时间与英格兰队战成0

比0，但不可否认，以防守著称的意大利
队踢出了一场经典的攻势足球。

全场比赛， 意大利队在皮尔洛和
德罗西的率领下， 对英格兰队的大门
进行了狂轰滥炸， 射门次数达到惊人
的36次 ，居然是英格兰队的4倍 ，这还

是曾经以防守著称的蓝衣军团吗？
德罗西、迪亚曼蒂两度击中门柱，

诺切里诺顶入的进球因越位被判无
效 ，赛前发出 “我不是超级马里奥 ，也
不是傻瓜马里奥，我只是我自己”的巴
洛特利一人更是贡献了10脚射门 ，以
各种匪夷所思的射门方式威胁着英格
兰队的大门。

数量庞大的射门次数则是建立在
高效的控球率上， 本场比赛意大利队
的控球率达到65.8%。 面对缺少了兰帕
德的英格兰队， 皮尔洛和德罗西便将
英格兰队的中场搅了个底朝天， 逼得
英格兰队的前锋鲁尼不得不时常到中
场拿球组织进攻。

本场比赛取胜后， 意大利队的自
信心进一步提升， 对于半决赛对手德
国队，意大利队的主帅普兰德利表示，
“德国队是夺冠热门球队，而且比我们
多休息两天， 但如果我们能保持今晚
的水平，就有希望战胜他们。”

本报记者 王亮

真假“美猴王”
苏原平

■场外任意球

欧洲杯4强诞生
16年最强对决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6月20日一大早 ，200余名来自
十里八乡的村民把宁远县湾井镇卫
生院门诊部围了个水泄不通。 湘雅
医院医疗服务队来山区为群众开展
义诊活动，群众慕名而来。

大屋地村80多岁的瑶家阿婆冯
友秀、蒋美翠结伴而行，6时多就赶到
了医院等候。 她们说：“腰疼、眼花多
年了，找省里的医生看看。 ”“平时，县
城都很少去，看病不方便，省里的医
师来了，帮助我们解决看病难题。 ”

湘雅医院研究生部主任曾蕾介
绍说，医疗服务队由1名教授、7名博
士、4名工作人员组成， 博士们学的
有神内科、妇产科 、口腔 、骨科等各
种专业，能针对各种疾病对症下药。
教授、博士分别来到分设的5个医疗
点，开始为群众量血压 、听心跳 、免
费看病，现场十分有序。

泠江村村民刘珍志用轮椅推着

因脑血栓不能行走的丈夫李辉煌挤
了进来，专家优先为他看病，仔细察
看检查结果，询问病情。 李辉煌听不
懂普通话， 专家就把治疗方案和注
意事项写在纸上交给他。 县交警大
队大队长陈勇听说医疗服务队来开
展义诊活动， 组织10多名退休干部
职工前来咨询、体检，脑血管病人全
永利、 欧阳乐民等重症患者都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 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博导、教授杨欢一个上午就
看了50个号，忙得不亦乐乎。 她说：
“平时 ，很少到山区看病 ，尽量抓紧
时间多看病，多看一名病人，就多解
一份忧愁。 ”

年轻博士生廖正嫦、 吕青山在
医院二楼举行了儿科和心血管疾病
诊疗讲座， 近百名乡村医生听得津
津有味，点头佩服。 韶水村卫生室年
近六旬的李玉德说：“省里的专家水
平高，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

医疗服务队还向湾井卫生院捐赠
2万多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书籍。

说基层镜
8岁的姐姐伍红花在教室内上课，4岁的妹妹伍本花坐在

门口等姐姐下课带她玩。 这是6月22日发生在新化县天门乡
大山村一字界小学真实的故事。

姐妹俩的母亲外出打工，爸爸在家要干农活，姐姐就担

负起了照顾妹妹的职责。 她上学时总是带着妹妹一道，翻山
越岭步行40多分钟来到学校。 中午，姐姐用从自家带来的饭
菜喂给妹妹吃。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博士送医进山乡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耕拓）6月21日， 岳阳市第
三届“优秀科普作品奖”评选揭晓，10
部专著、11篇报刊作品获评优秀科普
作品，刘志敏的《基层医生诊疗技术
图解》等4部著作获专著类一等奖，许
光辉的《洞庭种业：为稻农圆梦》等两

篇文章获报刊作品类一等奖。
该市现有科普作家26人， 其中

同时是国家和省级作家的有隋国
庆、 陈佑坤、 张月明、 李穆等4人。
他们每年在各级报刊、 杂志、 电视
台、 电台等大众媒体发表稿件超过
1000篇。

湖南国寿财险服务提质

岳阳科普作家年产作品逾千篇

（紧接1版①） 所有在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 原则上一个
工作日办结 ， 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
日，做到 “能当场办结的不拖一天 ，
一天能办结的不拖到第二天， 一个
环节能办的不拖到两个环节”，被众
多投资商誉为“资兴效率”、“资兴速
度”。 落户资兴的盈达电子、苏米特
光电等项目， 从签约到试产均不到
100天 ； 科创电子科技园从项目考
察、评估到落户，仅20来天。

在资兴市 ，“一切为了企业 ”的
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为更好地
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 该市还投入
5000万元，在全市实施“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训工程，每年培训技能型人
才与劳动力1.5万人。 资兴盛发机械
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彪告诉记者，资
兴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向
政府提出人才培训计划， 不仅有效
解决了企业用工需求， 还提高了职
工素质，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

� � � � （上接1版②）
出了养猪场，我们又登上了一个

山头， 这里新建了一个生态养鸡场。
村民龙青周夫妇常年外出打工，前年
回乡时听说扶贫工作队支持种养业
发展， 负责提供建设成本和技术指
导， 夫妇俩便回乡办起了这个养鸡
场。 工作队帮助他们在山头围起了28
亩场地，新修了孵化室，并支持他们
去长沙参加了一个月的养殖培训。 龙
青周告诉我，去年养鸡3400只，年收
入8万元左右；今年养鸡5000多只，年
收入有望突破10万元。 “现在我正在
为周边村民传授养鸡技术，大家一起
养鸡，全村养了3万多只。 ”

“这样好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
同时也才能产生品牌效应和规模效
益。 ”我对龙青周说。 通过龙青周的
带动， 目前山都村养鸡2000只左右
的有5户、200只左右的有91户，养殖
规模正在逐步扩大。

在村支书吴炳周家， 我召集10
多位村民进行了座谈。 “有什么讲什
么。 ”我鼓励大家。

群众七嘴八舌地讲开来。 他们
有的养了黑豚，有的养了肉鸽，有的
养了鸡 、猪 ，有的种植了烤烟 、金银
花和甜玉米，言语中，大家对脱贫致
富充满了信心。 这个场面令我十分
欣慰，我与他们一起商量，统一打出
凤凰腊尔山生态种养品牌，使“高寒
山区”的种养品牌成为卖点。

【体会】
我深刻地感受到， 要加快推进在

武陵山区率先发展、率先脱贫，特别是
尽快走出一条高寒山区扶贫开发的新
路子， 除帮助贫困村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外，关键是如何帮助群众长见识、转
观念、学技术、树信心，群众才会自加
压力、艰苦创业，尽快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张湘河 整理）

带着妹妹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