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进行的迈阿密网球大师赛女单
第3轮比赛， 中国金花李娜以2比0
击败美国选手勒普琴科， 闯入16
强。 在经历了2个月的康复训练之
后， 李娜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告诉大
家， 伤愈复出的娜姐依然强大。

迈阿密大师赛是李娜在澳网
女单决赛受伤后的首站比赛， 虽
然康复了近两个月， 但李娜的状
态不错， 首战直落两盘击败荷兰
新秀贝尔斯腾。

本轮面对现世界排名第29位
的勒普琴科， 李娜没有遇到挑战。
首盘李娜以6比2轻松拿下， 次盘

在4比1领先的局面下曾被对手连
追3分， 不过李娜很快做出调整，
最终以6比4再下一城。

从赛后的技术统计看， 李娜的
发球延续了赛季初的高水准， 无论
是一发还是二发的得分率都在70%
以上。 正是在强劲的发球掩护下，
李娜在底线一直保持着凶猛的火
力。 全场比赛， 李娜轰出了包括3
记ACE球在内的19个制胜球。 反观
勒普琴科， 只有4次主动得分， 一
共出现10次非受迫性失误。

下一轮李娜将对阵西班牙小
将穆古拉扎， 这位新星首轮以2比
0横扫前世界一姐沃兹尼亚奇。

全运会男子举重预选赛

余涛夺冠 龙清泉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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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迟美桦）
“源头活水———张青渠人物画作品
展”于3月22日至26日在湖南藏福美
术馆举行， 张青渠60多幅人物画精
品及十多件艺术瓷器与观众见面。

张青渠 1944年生于河南 ，
197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现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 2012年湖南省

“三百工程文艺人才” 艺术家、 国
家一级美术师。 张青渠的创作追
求形神兼备的意境， 笔墨丰满生
动， 尤其对古典人物画创作研究
颇深。 他创作了一系列在美术界
引起广泛关注的历史题材作品，
如 《屈原与离骚》、 《人民的骆
驼》、 《烈火金钢》 等， 是湖南人
物画的领军人物之一。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汤集安 张帆 ） 湖南卫视
推出的歌曲竞赛类节目 《我是歌
手》 第一季赛事已接近尾声。 记
者22日从该节目组获悉， 随着节
目赛程推进和观众、 网友的强烈
呼吁，《我是歌手》本周将录制一场
复活赛， 之前淘汰的黄贯中、 杨
宗纬、 陈明、 尚雯婕加上第十期
淘汰的选手将争夺参加半决赛的

唯一名额。
复活赛分为“改编曲目演

唱” 和“成名曲目演唱” 两轮进
行， 评审团也将增加至1000人，
分成两批， 两组评审团人员进行
轮换。 成功复活的歌手将与其他
六组歌手冲击半决赛和总决赛，
《我是歌手》第一季总决赛也将于
4月12日采取全程直播的方式播
出。

《我是歌手》复活赛制正式出炉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易玲玲）3月22日， 真实记
录齐白石等艺术巨匠传奇经历与
艺术成就的大型纪录片《百年巨
匠》， 在湘潭完成最后一组镜头的
摄制，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
播出。其史料之翔实、选点之典型，
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赞誉。

由中央电视台、 中央新影集
团与北京银谷艺术馆携手打造、
精心制作完成的这个纪录片， 以
百年以来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沧
桑历史为背景， 以新颖的视角再

次展现了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
影响力的艺术巨匠齐白石、 徐悲
鸿、 黄宾虹、 张大千的艺术人生。

该片在拍摄原貌、 原作、 原
物、 原址的同时， 摄制组进行了
大量的采访， 对象包括艺术家亲
属及其后人、 弟子及其后人、 友
人及其后人、 历史见证者、 研究
学者， 取得了独家的口述历史资
料。 《百年巨匠》 采访人数之多，
寻访地域之广， 在美术家专题片
里也创下了纪录。 同时， 该片还
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艺术加工。

《百年巨匠》还原大师本色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波） 国际著名古生物复
原画家赵闯、 科普作家杨杨今天
走进长沙市大同小学， 现场教孩
子们画恐龙， 讲述恐龙故事， 普
及古生物学知识。

据了解， 由赵闯和杨杨创作、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恐龙

系列图书 ， 包括 《史前帝国》、
《恐龙画报》 等， 面世后广受欢
迎 ， 极大地推动了古生物学知
识的普及和传播 。 他们还前往
长沙市麻园岭小学、 枫树山小
学、 育英小学和湖南少儿图书
馆 ， 与孩子们一起“复活恐龙
世界”。

赵闯、杨杨长沙“复活恐龙世界”

张青渠人物画展在长沙展出

通讯员 向民贵 符永明
本报记者 乔伊蕾

3月21日，沿着颠簸的山路，我们来
到泸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枫木岭自
然寨，看到满眼树木葱茏，处处生机盎
然。“能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多亏了护林
员康泽平。 ” 兴隆场镇林业站站长李玉
周自豪地说。 这片美景的背后，凝聚了
护林员康泽平16年坚守的艰辛。

兴隆场林场建于1973年， 总巡查
护林面积1.2万亩，主要核心林场3875

亩。它的第一代护林人叫康启军，是泸
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村民， 林场的
主要建设者之一， 他一直护林到1998
年。

康泽平是康启军的儿子。 为了坚
守对父亲的承诺， 他放弃了去大城市
打工的梦想， 子承父业干起了护林工
作。 收入微薄，工作辛苦，他从没有放
弃过，从1998年至今，一晃就是16年。

一天夜里，康泽平在巡查时，不时
听到远处传来砍树声。他关掉手电筒，
壮着胆子，循着声音摸黑走了过去。走
近一看，发现5个年轻人正在砍树。 康

泽平一脸愤怒，赶紧上前制止。他们不
但不听劝， 反而准备动手与康泽平较
量一番。“你们砍伐树木，的确自己受
益，但有多少人又会因此而失利呢？ ”
他凭着一颗爱林护林的正义之心，把
那5个年轻人教育了一番，最终使他们
悻悻离开。

2006年， 康泽平被检查出患上了
鼻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他难
以接受。随着时间推移，巡山、治疗、巡
山……从恐惧中一路走来， 康泽平愈
发坚强。2011年，他的母亲在走山路时
不慎摔断了双腿。然而，这些困难并没

有将他打倒，他振作精神，一边照顾母
亲，一边看护山林。“虽然我患上了鼻
癌，又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从来都没放
弃过。这片山林就像我的孩子，自己更
是有种紧迫感， 觉得要用有限的时间
为这片山林做更多的事， 这既是我父
亲的责任，也是我一辈子的使命。 ”

为打通一条产业开发路， 利用林
场资源，带动村民一同致富，康泽平顾
不上身体的不适，四处奔走呼吁，几经
周折， 终于取得了兴隆场镇政府的认
同和支持。 目前，林场开发已经立项，
等资金到位，很快就能正式开工建设。

“这片山林就像我的孩子”
———康泽平坚守山林16年的故事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2013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第十
二届全运会预选赛今天结束了56公
斤级和62公斤级的比赛， 我省运动
员发挥稳定， 亮相的6名运动员全部
获得全运会资格， 其中龙清泉以总
成绩285公斤获得56公斤级亚军， 余
涛以总成绩320公斤获得62公斤级冠
军。

本次比赛， 我省共派出11名
运动员， 参加5个项目的争夺。 据
省体育局举重运动管理中心负责
人介绍， 本次比赛主要以检验训
练成果， 锻炼队伍为主， 争取获
得8至9张全运会入场券。

在今天率先进行的56公斤级

和62公斤级比赛中， 以龙清泉为
代表的我省6名运动员轻装上阵，
最终全部位列前16名， 均获得全
运会资格。

在56公斤级比赛中， 龙清泉
以125公斤获得抓举第2名， 以160
公斤获得挺举第3名， 从而以285
公斤获得总成绩亚军。 我省另一
位名将黎立志的总成绩也是285公
斤， 但因体重稍重位列第3名。 总
成绩冠军被四川选手赵朝钧获得，
他的成绩是286公斤。

我省选手余涛在62公斤级比
赛中发挥出色， 他的抓举成绩为
145公斤， 挺举成绩为175公斤，
并以320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

迈阿密网球大师赛

李娜伤愈复出晋级16强

据新华社内罗毕３月２３日电 牙
买加“闪电” 博尔特23日参加了西
印度群岛大学田径邀请赛的男子
400米争夺， 最终以46秒44的成绩
排名次席， 头名被麦特兰德获得。

在去年伦敦奥运会上成功卫
冕男子100米、 200米和4×100米
接力三项冠军后， 博尔特宣布将
尝试挑战400米项目。 这是他本赛
季第三次参加该项目比赛， 之前
他在坎珀当经典赛上出战400米，
还与队友搭档参加了吉布森接力
赛的4×400米接力。

博尔特在23日的比赛中起跑

不错， 并率先拐进最后的直道。
不过他因后程体力不足被麦特兰
德超越， 后者以45秒79的成绩排
名第一。

“很高兴能在未受伤的前提
下完成比赛， 我很期待本赛季接
下来的赛事，” 博尔特说， 他期待
31日在巴西举行的一项田径赛事。

“这将是我第二次前往巴西，
但这次是去比赛， 我希望所有的
粉丝都能来为我加油，” 博尔特
说。 牙买加“飞人” 上次去巴西是
参加劳伦斯颁奖典礼， 他最终如
愿获得“最佳男运动员奖”。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王亮）成也
杰特，败也杰特。 在今晚进行的CBA总
决赛第2场比赛中， 山东队核心杰特仅
贡献13分，山东队以82比93再次不敌广
东队，暂以0比2落后。

山东队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常规
赛获得第2名， 并在季后赛半决赛淘汰
卫冕冠军北京队，杀进总决赛。 山东队
本赛季之所以迅速崛起， 球队的3名高
水平外援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后卫
杰特，能得分能组织的他为山东队杀入
总决赛立下汗马功劳。

总决赛首场比赛，杰特全场18投12
中，罚球9罚4中，贡献26分，山东队仅以
81比88落败。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广东队主帅尤
纳斯对杰特部署了专门的防守，不但有
斯隆全场跟防，一旦失位，会立刻有其
他球员补位防守。 最终杰特全场仅获得
10次出手机会，命中4球，贡献13分，远
低于季后赛场均25分的表现。

虽然本场比赛山东队有多达5名队
员得分上双， 但无奈核心杰特发挥欠
佳，山东队再败一场。

山东队再输一阵CBA总决赛

图为广东东莞银行队球员易建联在CBA总决赛第2场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博尔特吃败仗“试水”男子400米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陈薇）
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青春975文艺
频道走出去，如今已然家喻户晓的
央视知名主持人柴静，在阔别电台
15年之后首度“回娘家”，参加了青
春975文艺频道18周年台庆。 今天
上午，“《看见》柴静·‘潮’你而来”
分享暨签书活动也在长沙举行。

首度“回娘家”的柴静在活动
现场与老师、曾经的老同事、老朋
友细数欢乐的往事，与青年大学生
共话梦想。柴静当年的老师陈赫教
授认为，柴静身上最宝贵、最难得
的是文化大潮之下她那一颗纯粹

的心；曾接受过柴静采访的公益律
师郝劲松在现场讲述了自己与柴
静多次合作的经历； 从湖南7所重
点高校的7场读书会中选出的10位
校园媒体人与柴静面对面，以青春
的名义对柴静新书《看见》中的反
思和感悟发问。

千余名高校学生参加了活
动， 柴静与他们分享了自己追求
梦想、 坚守理想的艰辛付出， 收
获时的骄傲与荣耀以及媒体人应
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她鼓励年轻
人要勇于追求梦想， 用青春抒写
人生。

柴静15年后首度“回娘家”
现场签售新书《看见》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