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苏原平 禹振华） 长沙市
体育局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 作为长沙市八运
会的第一个项目， 长沙市第47届春季马路赛跑暨
2013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将于3月31日上午9时在贺龙
体育中心举行。

已经举办了46届的长沙市春季马路赛跑是长沙
市全民健身的一大品牌， 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据介
绍， 本届比赛是长沙市八运会的第一个运动项目，
预计将吸引上万长沙市民和周边城市的跑步爱好者
参加。“将春季马路赛跑列为长沙市八运会的第一个
项目，就是希望通过这种传统的、简单易行的健身方
式，带动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形成浓厚的
健身氛围。”

本届比赛分为竞赛组和健康跑活动组。 竞赛组
分为成年男、 女组和中学生男、 女组， 具体路线为
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芙蓉中路—侯家塘—劳动西
路—劳动广场—南门口—城南路—天心阁—天心
路—人民中路—芙蓉中路—长信路口—贺龙体育中
心东广场， 全程5000米。 健康跑活动组路线略有不
同， 全程约3200米。

长沙市春季马路赛跑将鸣枪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黄春
平 谭凯）近日，炎陵县下村乡学校响起鞭炮声，
全校18位老师喜气洋洋搬进了校园新居。老教师
黄桥生开心地说：“在山区农村当了31年教书匠，
想不到能免费住上漂亮的‘安教洋房’。”

据了解， 受到教师们称赞的“安教洋房”，
是炎陵县政府为留住人才、 稳定师资队伍而专
门修建的高标准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目前， 该
县首批由政府投资912万元改造和新建的215套
农村教师周转房已交付使用。 据悉， 从2011年
开始， 该县启动“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建设工
程， 计划投资4000万元， 力争通过5年努力， 到
2015年， 确保全县1100多位农村学校教师人人
住上面积35平方米左右的教师周转宿舍。 今年，
县政府将投资773万元， 新建180套农村教师周
转宿舍， 到年底可交付使用。

炎陵农村教师
喜住“洋房”

3月18日，茶农在长沙县金井茶厂的有机茶园喜摘今年第一茬春茶。该园通过发展订单生产，带
动周边5万余户茶农种植优质茶叶7.5万多亩，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周宇 摄影报道

本报3月18日讯（通讯员 郭峰
记者 周小雷）今天6时50分，岳阳市
云溪区云溪精细化工产业园内一工厂
发生火灾， 大火严重威胁不远处的数
十个乙炔和氧气钢瓶， 随时有爆炸的
危险。岳阳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紧急
出动前往救援。

据介绍， 起火点位于工厂塑胶加
工车间一角，火焰呈喷射状燃烧，十分

猛烈， 而就在离火点5米左右的地方有
数十个乙炔和氧气钢瓶。消防人员一组
利用水枪对着火油罐进行冷却降温并
对火势进行压制，另一组对乙炔钢瓶进
行冷却保护。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力扑
救， 大火终于在上午8时左右被彻底扑
灭，由于抢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 财产损失和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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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 胡喆 孔奕） 长沙警方今天披露， 3
月10日凌晨， 在公安部、 湖南省公安厅指
挥下， 长沙警方联手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 湖北武汉等地警方， 成功破获由公安部
督办的特大运输贩卖毒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
人22名， 查获冰毒片剂268.117公斤， 缴获
毒资528万余元人民币。

2012年7月，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禁
毒大队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 发现一伙邵
阳人有重大贩毒嫌疑。 进一步侦查发现， 该
团伙于2012年3月至12月， 先后3次从云南

边境购买毒品冰毒片剂， 在长沙、 株洲、 湘
潭、 邵阳等地贩卖， 每次均达60至100公
斤。 2013年春节期间， 民警获悉该团伙计
划于2013年2月底再次筹集2200万元资金，
准备从缅甸购进毒品到武汉、 长沙、 邵阳等
地贩卖。 2013年3月上旬， 在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警方支持下， 专案民警了解到， 犯
罪嫌疑人吕宝明 （男， 42岁， 邵阳人） 在
云南的联系人为杨鑫 （男， 32岁 ， 邵阳
人）， 负责从杨海波 （男， 33岁， 邵阳人）
处购买毒品并装车运回湖南。 杨海波则负
责与缅甸毒枭联系购毒， 并伙同妻子玉应

叫 （女， 25岁， 西双版纳人）、 岳父岩养
（男， 48岁， 西双版纳人） 等从境外运毒
回国。

2月28日， 专案民警获悉该犯罪团伙
成员吕林哲、 蒋再新、 黎刚等人前往武汉
租赁房屋， 购买了4台小轿车准备用于运
输及贩卖毒品。 3月9日晚8时许， 赴西双
版纳专案组民警获悉犯罪嫌疑人已将全部
毒品精心伪装后准备运往长沙， 收网时机
成熟。 10日凌晨2时许， 在西双版纳州景
洪市勐养查缉点， 长沙专案民警在西双版
纳警方和边防部队全力配合下， 成功拦截

运毒车辆， 现场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 查
获毒品冰毒片剂268.117公斤。 与此同时，
专案指挥部发布指令， 湖北武汉、 广东佛
山， 湖南邵阳、 长沙、 株洲、 湘潭等地的
抓捕小组按预定方案同步收网， 将团伙成
员吕宝明、 吕林学、 吕林哲、 蒋再新、 黎
刚等16人抓获。 随后， 云南专案组民警于
10日8时在勐海县勐混镇某傣族山寨抓获
杨海波、 玉应叫、 岩养、 杨鑫等4名犯罪嫌
疑人， 查获毒资528万余元。

目前， 该案共有22名犯罪嫌疑人落
网， 案件在进一步审查深挖中。

警惕酒精肝
新发肝硬化病人中，

酒精肝发病率约占60%
� � � �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配 ）
饮酒过量， 肝脏成了人体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月18日是“全国爱肝日”， 今年的主题是“为
了爱肝， 我们戒酒一天”。 今天， 长沙市传染病
医院举行义诊活动， 免挂号费， 免费检查肝功
能、 血脂、 乙肝两对半， 呼吁社会关注发病率
日益上升的酒精肝。

该院感染科一病室主任杜杰提醒， 酒精肝
患者通常有5年以上饮酒史或最近2周大量饮
酒。 据该院对400多名患者的调查显示， 新发
肝硬化病人中， 酒精肝发病率约占60%， 其中
80%患者在40至55岁之间。

专家介绍， 目前， 对酒精引起的脂肪肝，
治疗主要是戒酒。 也就是说， 依靠自身的毅力
长期坚持戒酒， 就能达到减轻甚至治愈脂肪肝
的目的。 肝脏炎性损伤亦可在戒酒半年至一年
内恢复正常。 酒精性肝硬化的患者， 则应至少
每3个月检查肝功能， 进行适当药物辅助治疗。

综合·体育11２０13年3月19日 星期二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张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
中医？一个合格中医要不要懂西医？要
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要从哪些基本功
练起？17日，“3·17中国国医节”来临之
际，我省“白求恩奖”获得者、中医附一
院张涤教授一场生动的讲座， 吸引了
湖南中医药大学众多学生的“眼球”，
也拉开了该校国医节系列宣传活动的
序幕。

为弘扬国医，发展国医，我国将每
年的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湖南
中医药大学自2008年举行国医节系列
宣传活动以来，已连续举行了五届。据
悉，该校本届系列宣传活动，除今天举
行的国医国药大讲堂外， 未来一周时
间里， 还将举行医学表演、 中药材展
示、 趣味灯谜、 有奖竞答、“药膳大比
拼”、“弘扬中医文化”PPT制作大赛、
大型义诊进社区等等。

3省警方破获特大贩毒团伙案
查获冰毒片剂268公斤，2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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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节”呼吁弘扬中医文化

岳阳一化工厂发生火灾
未造成人员伤亡

首场训练，5人缺席
3月17日， 国足并没有集结完

整，25人共到了23人。 由于所在的
广州富力和上海申花要参加3月17
日的中超比赛，许博和王大雷直到
3月18日下午才抵达长沙。

但在18日上午贺龙体育中心外
场的训练中， 除许博和王大雷外，还
缺少刘建业、 冯潇霆和郜林3人的身
影。

据了解，刘建业在中超第二轮
江苏舜天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中大
腿内侧拉伤，这次集训虽然也按时
报到，但经过国足队医检查确认，至
少需要一周休息时间，因此他已经
确定无缘这场关键之战。

中国之队工作人员介绍，冯潇
霆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小伤，最近几
天又染上感冒，17日去医院打了点
滴，郜林也因为感冒而缺席训练。好

在距离比赛日还有3天，两人有充足
的时间进行治疗和调整。

刚一集结便有几名主力球员被
伤病“击中”，压力重重的卡家军再
度面临“人员危机”。不过，卡马乔明
确表示，将不会征召新的球员。

由于人员不整， 加上上轮联赛
刚结束， 上午训练主要内容以热身
调整为主， 卡马乔还安排了多项充
满娱乐性的对抗游戏。 训练的最
后， 国足进行了点球训练。 集训队
员中最大的亮点， 当属现效力于巴
西科林蒂安队、 首次入选国家队的
陈志钊， 他在训练中表现十分积
极， 并得到卡马乔的单独指点。 江
苏舜天的孙可和周云也出现在训练
场上， 他们同样是第一次入围国家
队集训名单。

关键之战，“放松心态”
由于国足在2013年亚洲杯预

选赛首轮客场1比2不敌沙特队，目
前位列同积3分的沙特和伊拉克队

之后， 排名小组第三。3月22日坐镇
长沙迎战伊拉克队的比赛， 国足非
赢不可， 否则出线前景将会十分渺
茫，卡马乔的帅位也将岌岌可危。

据了解，本场比赛，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蔡振华将会现身赛场，他
还邀请了许家印等多位中超球队老
总一同前来观战。毫无疑问，关注度
之高和球队“非赢不可”的状况难免
会让国足“压力山大”。这样的一场

“生死战”，更是一场“心理战”。卡马
乔在训练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想要战胜对手，首先便要树立信心，
放松心态，发挥出球队应有的实力。

在谈到对本场“生死战”的看法
时， 卡马乔自信地表示，“我们的实
力并不比同组球队的实力差， 客场
对阵沙特队我们其实也有赢的机
会。主场作战，希望更多的球迷前来
支持球队， 我们有信心拿下这场比
赛。”

按照计划， 伊拉克队于18日晚
抵达长沙。

北京时间3月18日，2013年世
界斯诺克球员巡回赛（PTC）总决赛
在爱尔兰落幕。中国球手丁俊晖在0
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4局，上演“绝
处逢生”的心跳大戏，最终以4比3逆
转墨尔本选手罗伯逊，夺得个人第6
座排名赛冠军。

打破1年排名赛冠军荒
1/4决赛轰出单杆最高147分，

18日连续2场连胜4局，0比3落后连
扳4局，这一连串的数据见证了丁俊
晖“小宇宙爆发”的火力。

决赛中，丁俊晖感觉有些慢热，
几度获得球权但未能把握住机会。
以稳定著称的“墨尔本机器”罗伯逊
以总分3比0顺利拿到赛点，与夺冠
仅一步之遥。

就这么输了？丁俊晖说不。尽管
很艰难，丁俊晖还是一局一局扳回比
分。连扳3局后，胜负的天平已经向丁
俊晖倾斜，最终他一鼓作气攻下反角

红球单杆98分赢得干净利落。
自上赛季拿下威尔士公开赛冠

军后，25岁的丁俊晖便与排名赛冠
军无缘。本次夺冠，不仅是他的第6
个排名赛冠军，更是他打破长达1年
的冠军荒后的强势回归。

“感觉现在自己很强大”
2012年世界锦标赛之后， 丁俊

晖在排名赛的决胜局中，先后输给自
己昔日的手下败将瑞恩·戴、 艾伯顿
和马克·金，个人状态一度受到质疑。

好在进入2013年后他的状态
颇佳， 本届赛事丁俊晖5场比赛有4
次都是以4比3取胜。 在四分之一决
赛上， 他还打出单杆最高分147分。
一向内敛的他赛后表示：“这一周我
发挥得很好， 尽管每场都赢得很艰
难。其实我平时训练也很努力，感觉
现在自己很强大，对自己很自信。”

本届比赛惊险逆转罗伯逊，夺
得个人第6座排名赛冠军后，丁俊晖
再度与罗伯逊并列成为“80后”球手
的“冠军之王”。

3月18日上午10时，中国男足进行了抵达长沙
后的首场训练课，教练员、球员心态平和。即将到来
的亚洲杯预选赛中伊之战，将是一场——— 生死战，更是“心理战”

本报记者 王亮 谭云东

丁俊晖捧得个人第6冠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将吸引上万健身爱好者

图为国足在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训练场， 进
行首次赛场集体训练。 本报记者 郭立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