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2013年“中国移动杯”湖南省桥牌甲乙
级联赛17日下午在娄底市体育中心收
牌，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队
在甲级队A组的决赛中成功逆转湖南
拓展队，首次夺得甲A冠军。

在甲级队B组的比赛中，凯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女队巾帼不让须眉，以

绝对优势夺魁，并晋升为甲A。娄底移
动公司队和邵阳技术学院队经过残酷
的淘汰赛后，同样晋升为甲A。娄底市
桥牌协会队等获得乙级联赛前5名的
代表队，晋升为甲B。

本次比赛由省桥牌协会主办、 娄底
市体育局承办、娄底市桥牌协会协办。比
赛共吸引来自全省13个市州的56支代表
队参加，其中湖南大学、湖南工程学院、湖
南工业大学等院校派出在校学生参赛。

北京时间3月19日， 驰骋绿茵场17
年的英格兰金童迈克尔·欧文在个人官
网宣布，将在本赛季结束后正式退役。

消息一出，让无数“80后”球迷将
记忆带回到“梦之初”的年代。那些年，
多少男生因崇拜他华丽的脚法而爱上
足球； 又有多少少女被他俊美的脸庞
吸引而迷恋足球。

17年足球生涯夺9冠
1998年世界杯， 年仅17岁的欧文

在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攻进了被载
入史册的一球， 一位国际巨星横空出
世。

现年33岁的欧文至今共出场各大

比赛480场，打进222球，其中联赛出场
360次进球163个。1996年至2004年是
欧文的巅峰时期， 当时他效力于利物
浦队，随队夺得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
赛杯冠军、1次社区盾冠军、1次联盟杯
冠军和1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2005年，在皇马度过1年后，欧文
重回英伦加盟纽卡斯尔队。4年后，无
球可踢的欧文在最落魄的时刻， 被曼
联主帅弗格森召入麾下。

尽管在曼联出场并不多， 但欧文
依旧展示自己的高效，52场攻入17球，
随队获得1个英超冠军、1个联赛杯冠
军和1个社区盾冠军。

伤病让“追风少年”折翼
在欧文的职业生涯里， 他还代表

英格兰队参加了1998至2006年期间的
3届世界杯， 和2000至2004年期间的2
届欧洲杯，出场89次，攻入40球。

“这是一份巨大的骄傲，我宣布本
赛季结束之后退役。 我代表国家出场
89次， 感觉已经到了该退役的年龄。”
欧文在19日的公开信中表示。

人生正是如此， 风光之后失意也
随之而来。 征战绿茵场17载， 让欧文
“积攒” 了一身的伤病， 曾经的金童在
一次次的受伤、 手术和治疗中消磨着
自己的才华， 直到“追风少年” 折翼
再也飞不起来。

去年夏天，欧文自由转会加盟斯托
克城队。由于伤病太多，仅出场7次攻入1
球，但这个进球让欧文达到一个里程碑，
那是他职业生涯第150粒英超进球。

本报记者 尹虹

3月7日上午， 春光明
媚。 长沙县民政局局长周
习彬、 党委书记谭启桂驱
车“突袭”该县果园镇敬老
院，第4次到2月5日建立、
暂设在此的县社会福利服
务中心调研。

“生活还习惯吗”、“想
不想家”、“要开开心心过”

———他们穿行在南北通透、设施现代、一人一间的宿舍区，分别看
望来自全县“最最特殊家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9个残障人士。
面对他们亲如家人的关切与微笑， 几位身残但心智正常者充满了
感激。

“护理员一定要找有爱心、耐心好的”、“把所有开支记下来，越
细越好”、“什么模式最好， 请结合试运行情况多提建议”———他们
接着拿出纸笔，和兼管服务中心的敬老院院长黄狮勇细细交流。

这个普通而温馨的上午，事关重大：在试点基础上，长沙县规
划两年内建成能基本满足全县需要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刷新我
省无县一级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服务对象为无法自理人士） 的历
史。

“这个勇于超越的想法诞生在我们全局上下反复研学党的十
八大报告后。”周习彬坦言，十八大报告说的最多的是“民生”、“全
面小康”，长沙县作为“三湘第一县”，经济实力较雄厚，但还有不少
贫困个体，应给予他们更多关爱与救助。今年初，民政局向县委县
政府建言创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很快得到批复。

上述事例清晰凸显了该局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特点———以学
习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重点，以推动创新为目的 ，贯穿着大局意
识、服务意识。

“民政人需要终身学习！”长沙县民政局64名在职员工70%是
党员，他们深刻认识到民政工作点多面广，政策细变化快，服务对
象多为弱势群体， 不能有半点马虎懈怠， 个个常备政策汇编在案
头，言行既热忱又严谨。近几年，该局坚持每周五下午组织全员以
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党建理论、各项法规制度，广泛汲取经济、文化、
法律、科技、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开展“大流通”式民政业务学
习、竞赛，鼓励大家提高业务水平。

“学习是为了破解发展难题。”该局注重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中
紧贴民政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呼声为民解难———科室负责
人及35岁以下党员干部每年须撰写一篇以上“有分量”的调研文章。

“学习是为了勇攀高峰。”在扎实学习、大胆创新理念的指引
下，长沙县民政局奋力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工作亮点，让“三湘第一
县”的“民生春天”更美更温暖：全国首创革命烈士后代幸福计划；
敬老院建设力度、农村特困户危房改建力度不断加大；福彩发行总
量率先全省过亿元；从今年1月起，特困家庭医疗救助、农村大病医
疗救助的比例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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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
勇 通讯员 王灿 ） 湘茶“旗舰” ———
省茶业集团公司， 带动22万农户种茶
增收。 今天， 该公司与旗下茶叶基地
的负责人签下30亿元的收购订单， 确
保茶农收入“七连增”。

又到新茶上市时。 专家预测， 由
于天气有利， 我省头季春茶来势好，
鲜叶将增产10%以上， 预计市场上高价
茶的销售量将减少。 在此预测下， 省
茶业集团公司今天签下30亿元的收购

订单 ， 让旗下的基地茶农早早吃下
“定心丸”。 公司郑重承诺， 所属基地
按相关标准生产的茶叶， 公司将以不
低于全省市场平均价收购； 如果茶叶
市场行情发生剧烈变化， 公司将实行
保护价收购， 确保茶农收益不低于去
年。

自2007年起， 省茶业集团公司走
“公司＋基地+农户” 之路， 每年投入
3000多万元， 为基地茶农垫资， 扩建
无性系良种茶园； 聘请专家指导茶农，

推行标准化生产； 对茶叶实行订单收
购。 几年来， 公司下属的核心基地已
从13个扩大到76个， 面积从不足10万
亩扩大到52万亩。

内联基地， 外拓市场。 省茶业集
团公司精心打造国际、 国内市场的购
销平台， 把湘茶推向广阔市场。 去年
省茶业集团公司经营额突破35亿元，
其中出口额逾7000万美元， 跃居全国
第一。

茶农是公司盈利的根本。 省茶业

集团公司董事长周重旺说 ， 公司把
“视三湘茶农为父母” 作为至上的理
念。 通过保护价收购， 帮助基地茶农
克服天气、 价格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
响， 保障茶农增收， 保证产业平稳壮
大。 去年， 公司所属基地的22万户茶
农， 户均增收5800元。

省茶业集团公司今天还对所属的
12家有机茶基地、51家优质茶基地、14
家专业合作社、2位种植大户进行了表
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出席。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丁涛 梅乐寒

【判决结果】拖拉机在大桥上行驶时没油了，驾驶员李某文没
有完全靠边停靠，导致骑摩托车的李某武撞上车尾，当场死亡。3
月19日，汉寿县人民法院判令负次要责任的李某文赔偿李某武亲
属损失133394元。

【案情回放】2012年8月19日， 汉寿县龙阳镇席家嘴村李某
武，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沿汉寿县沅水大桥由南往北行驶，碰撞
到因无油停放在桥面同向右侧的一辆中型拖拉机（车主和驾驶员
为汉寿县株木山乡竹子碑村李某文）左后尾部，当场死亡。2012
年9月21日，汉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李某武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某文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
文向李某武亲属先行支付了赔偿款3万元。 后双方就赔偿未达成
协议，李某武亲属将李某文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本案审判法官黄晓玲认为，李某武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未经国家登记的车辆行经桥面时，未降低行驶速度，
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之规定，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主
要责任。李某文驾驶未按规定检验、不符合安全行驶要求的车辆，
车辆出现故障未及时报警，桥面停车未完全靠边，未设立明显标
志，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
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
机动车”之规定，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次要责任。法院最终确定李
某文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共应赔偿李某武亲属损失133394元，
除去先行支付的3万元，还
应赔偿103394元。

【温馨提示】驾车出行，
遵守交通法规，注意交通安
全，一刻也不能大意。

湘茶“旗舰”带富22万户茶农
与旗下茶叶基地签下30亿元收购订单，保茶农收入“七连增”

拖拉机不靠边停
致人死亡赔巨款

1500多个岗位留给就业困难人员
长沙专场招聘会3月28日举行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文隆）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人社
局获悉， 为了让该市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3月28日上午，
该局将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2013年就业困难人员专
场招聘会”，为就业困难人员和用工需求单位牵线搭桥。

据了解，届时，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长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近70家企业将入场招聘， 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
个。就业困难人员包括：“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
人员、残疾人员、失地农民、军队退役人员、市州级以上劳动
模范、烈士家属、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及连续失
业1年以上的其他登记失业人员。

中南大学与郴州联手打造人才高地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陈淦璋）近日，中南大学在职硕士

研究生首届郴州班毕业典礼在郴州市举行，16名来自该市各
党政机关的干部职工， 经过2年多学习深造后通过考试及论
文答辩，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据了解，这是郴州提高领导干
部素质、培养后备干部的“人才强市”重大举措。

2009年底，郴州市委、市政府以湘南高等教育函授中心
为载体，与中南大学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高层次人
才培养机制。2011年3月，首届中南大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班正
式开班，共有80余名来自郴州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
工参加学习。

常德爱心人士结对帮助抗战老兵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寒露 张晶 通讯员 杨荣国

李杰） 近日， 民革常德市委、 常德“1+1” 爱心联盟、 常德
会战研究会和当地媒体共同发起关爱抗战老兵行动。 至3月
14日， 已有19名爱心人士与21位抗战老兵结对。

据常德“1+1” 爱心联盟走访统计， 该市目前发现幸存
抗日老兵42名， 平均年龄超过90岁， 他们大都病魔缠身，
生活拮据。 爱心人士、 常德七七七运输服务公司于露告诉记
者， 他通过走访慰问， 将老兵们的生活照片传到网上， 引起
很多人关注， 已筹集2万多元关爱资金， 并首次帮助了2位
抗战老兵。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左丹） 学生想学
什么， 可以从这个班到另外一个班去上课。
这样自由选课， 自由走班的新鲜事， 就发生
在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 今天下午4
时， 该校初2012级选修班正式开课， 1300名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走进了28个不同的教室，
体验了一次与传统教学完全不同的新课堂。

据悉， 以走班形式成建制开设选修课，
青竹湖湘一在我省基础教育领域为首创。 该
校校长武建谋介绍说： “开设选修课， 就是
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真正让学生

能充分自主地学习， 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据介绍， 青竹湖湘一的选修课定在每周
的周二、 周四第8节课举行。 为了让学生们走
动起来， 该校投入了40多万元， 在每间教室
为每个学生新设储存柜， 方便学生走班时寄
存物品。

青竹湖湘一开设的28门选修课， 都是孩
子们点的题。 八九点钟剧社、 湘一好声音、
趣味生物、 美工制作、 书法、 羽毛球、 等等，
每一门选修课都让学生们兴奋不已。

让兴趣主导课堂
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走班”上选修课

用心绘就“民生春天”
———长沙县民政局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侧记

3月19日， 在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趣味生物课堂上， 学生在制作叶脉书签。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3月19日，国足在长沙贺龙体育中
心外场进行了分组对抗训练，“海归”
陈士钊梅开二度，闪亮全场——— 海归“和尚”好念经

英格兰金童黯然谢幕
本报记者 蔡矜宜

省桥牌甲乙级联赛闭幕

对抗训练，陈士钊抢眼
19日上午10时， 尽管长沙阴

雨绵绵， 国足依然准点出现在贺
龙体育中心外场。 缺席首次训练
的郜林和于海亮相球场， 冯潇霆
因为感冒继续缺席， 大腿内侧拉
伤的刘建业已于17日晚离开长
沙，返回俱乐部。

相对于以调整为主的首次
训练，国足的第二次训练加大了
强度，直接进行分组对抗，演练
阵型。其中，国脚新人、“留洋”巴
西甲级联赛的陈士钊让人眼前
一亮。

首先进行的是传抢训练，随
后是主力和替补的分组对抗。其
中，身着黄色背心的主力球员分别
为赵鹏、赵旭日、荣昊、孙祥、郜林、
张琳芃、郑智、孙可、李学鹏和门将
王大雷；替补红队则是陈涛、陈志
钊、于海、周云、许博、于汉超、刘

健、郑铮和吕鹏。
虽然是替补，红队却占尽上

风。陈士钊率先接陈涛传球攻破
黄队大门，随后又连续过人梅开
二度。于大宝则攻进了红队的第
3个进球。首次队内对抗，便取得
两粒进球，陈士钊的出色表现也
得到国脚们的一致赞誉。

上午的公开训练结束后，
国足在下午5时进行了内场的
封闭训练。据知情人士介绍，国
足主要进行角球和任意球的定
位球训练， 这也与国足主帅卡
马乔首次接受采访时所介绍的
一致， 定位球或将成为国足取
分的关键。

表现抢眼的陈士钊和定位
球战术，或许会成为国足对抗伊
拉克队的亮点。

球队内讧？纯属瞎编
国足在18日进行抵达长沙

后的首次训练后，就有媒体传出
陈涛和球队翻译周毅产生口角、

互相推搡的传闻。19日国足正式
做出回应：“没有的事， 完全是个
别媒体编造出来的。”

在国足18日上午的首次训
练中，赵鹏，陈涛等6人按照卡马
乔的要求进行3对3的小场对抗。
期间陈涛和球队翻译周毅似乎起
了一些分歧， 双方在沟通过程中
也比较兴奋， 陈涛甚至开玩笑地
推了一下周毅。 个别媒体却将此
事放大，解释为“国足内部产生矛
盾”。

国足副领队郭炳颜在19日
上午训练前特地把现场媒体召集
到一起， 义正辞严地进行辟谣，
“根本没有的事情，是个别媒体编
造出来的， 这样国家队的训练还
能公开吗？ 希望大家都能公正报
道。”

当事人陈涛对此也十分无
奈，“当时只是和周毅开个玩笑。
现在球队十分团结， 所有人的目
标都是即将开始的中伊之战，大
家都像兄弟一样。”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22日将与中国队交锋的伊拉克队在长沙贺龙体
育中心外场进行集体训练。 本报记者 郭立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