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23456!789:4; ! < "# =>
?@2AB>CDEFGHIJK'B>C
LMNO!"PQRSTNIJUVW

!!"#$%&'()!*
+,-./0123045
!67890:;45<
=> !" ?9@
!"#$%&!
!$$% $&"% '("(
'()*+,!
23XYGZ[\J]^_
-./()012+,3
.34&!
$&"`(&)&("""% % % % %
"))""#(#"#*abcde
56!$&"f(&)&#"""

!"#$%&'()*+,

"AB2CD"E#F #"$% G &$!"&$" H$

IJ45 KJ45

"789:;<=

LM NO

OP

QRST

UH

V$P

45WX

!"#$%&'()*+,-./+0123456
789:1;<=%>?@ABCDEFGHIJKL!
MNO !" PQRSTUVWXYZ[\]@^_F`
abRcd ###$ eLfghijklmn0opqkl
rs[\Rtsuvwxyz{]|}F`0~���y
�+��:ak����7�uv}���?@�

CDeL�)��@��� % z^����uv]
�yuv������|����R^ F`?@¡�¢
5£� ¤�¥¦�§R?@:¨�1�!©ª«R¬
®¯?@� KL°±��|�R²� % z³�´µ¶uv
]·¸�& �¹�uv�º�²'(")* y»W���uv]
¼ºX²'(")* ½¾���¿ÀuvÁÂÃÄºÅR��
ÆÇÈ��ÉÊË¡ ��ÌÍÎÏ��ªtytsÐÑ�
AB;EFÒtÓÔÕÖKL×ØAB;z{]y]¼
ÙÚF`�ÛÜÝXAB;z{Ù@Þ]�@F`ß 
ijab¡àqCDKLRIá�@âãäåæçAB;
èÙ@�é²êë(ºìåíî�

²ï)ðñIòêóRôlõ�éö÷øRùúû
ü (("" ýþÿ�û�!"# + $ÿ�%Ù '"" &óR�
�7�?@'�)ðß@/()*+,-./R?@ö0
!��12�3£� 245¤¡ à×67Itsì8R

9:a�;<&ÿ=?@EFß À>RKL¡�?�@
ABC³DEF�GHß RIJ¡�Ü�%KÙ@RT
8LºM�!ÖKLfNOPXSTQ-Ü�VRïSR
TU/V� !!"#" !$%&'!

!"#$%&' !!!" ()*+,-./01234567

! "
!"#$%&'()*+,-./0123*

(456! !"#$%&'()*+,-./01234
56789:+;<=>?@=ABCD,EF&'GHIBC
JKLMDNCO

789:!!""#$%&'$()((*+! ! !;<=>?@!,('--'.&
/ / / / ABCDEF!0++'P 0*Q 0R

GH!STUVWXYZ[ *+\]^_` 0a 1",2
/ / / / I=EF!*(0'P 'Q **R

J=7K!()*+,-bc012dST-ce

LMNO)*+,-./0P$"!Q3*
(4R6! !"fgh&'(i*+,-bc012d4

567<9j+;<kl?@kmBCD,EF&'nHIBC
JKLMDNCO

789:!!((('%*'$(0(($(! ! !;<=>?@!(('--'.'
/ / / / ABSDEF!0+--P -Q *R

GH! oTUVWpqrstuT[ .++vTowxyz{
|

I=EF!*(0'P 'Q *'R
I=7K!(}*+,-bc012doT-ce

LMNO)*+,-./0T$UVW3*
(456! !"fgh&'(i*+,-bc012d4

56~<9j+;<�l?@kmBCD,E�&'GHIBC
JKLMDNCO

789:!!((('%*'$(0((*(! ! !;<=>?@!(('--'.$
/ / / / ABSDEF!0+--P $Q *-R

GH!oTUVWp(�{[ 02-v(�yz{|

I=EF!*(0'P 'Q *'R
I=7K!(i*+,-bc012doT-ce

T$)*+,-./0XYZ3*
(456! !"fgh&'(i*+,-bc012d4

56~<9j+;<kl?@kmBCD,EF&'GHIBC
JKLMDNCO

789:!!(0+*%*'$(0((.$!;<=>?@!(('--'.-
/ / / / ABSDEF!*(0'P 'Q *-R

GH!oTUVWp��s���[ 2*-v
I=EF!*(0'P 'Q *-R
I=7K!(i*+,-bc012doT-ce

[\)*+,-./0P$#$3*
(4R6! !"fgh&'(i*+,-bc012d4

56~<9j+;<kl?@kmBCD,EF&'GHIBC
JKLMDNCO

78]:!!(0(.%*'$(0(((-!;<=>?@!(('--'.(
/ / / / ABSDEF!*(0'P 'Q 0.R

GH! oTUVWX��[�q�[���wT���i�
��{� 0('vj�� *(*�

J=EF!*(0'P 'Q 0.R
J=7K!(i*+,-bc012doT-ce

L^)*+,-./0P$_`abcId3*
(4R6! !"�g�&'(i*+,-b�012d4

56�<9j+;<kl?@kmBCD,E�&'GHIBC
JKLMDNCO

78]:!!(((3%*'$(0(((-!;<=>?@!(('--'.2
/ / / / ABCDEF!*(('P 00Q *$R

GH!oTUVWX��w['+v��yz 0�
I=EF!*(0'P 'Q *'R
I=7K!(i*+,-b�012doT-�e

!"#$%&'()*
+,-./0123+45
67!8"9#:$&;<=>
?@ABCDE%&

２０14年5月5日 星期一综合 体育10 ●

本报记者 李国斌

4月30日至5月4日，“大美湘西”摄影大
赛国际巡回展首展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
把大湘西的精彩展映给观众。

每一幅照片都是大湘西浓缩的美
“大美湘西”摄影大赛由省政府新闻

办、省摄影家协会主办。 3月11日至4月10
日，一个月的征稿时间里，就收到了全国
范围投稿作品1.8万多幅。大赛评委、省摄
影家协会副主席张黎明认为， 收到的作
品质量高，整体效果不错。

1.8万多幅照片， 每一幅都是大湘西
浓缩的美。 浓缩的都是精华，把这句话放
到“大美湘西”摄影展上恰如其分。

大湘西覆盖了湖南整个西部， 包含
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等多个市州。 山同
脉，水同源的大湘西，蕴藏了人间无穷的
美景，张家界的奇秀，凤凰的静谧，洪江
古商城的古色古香， 可以说极目之处皆
风景，更不消说苗寨里的鸡鸣犬吠，边城
里翠翠轻摇的竹篙船橹， 马桑树儿搭灯
台上唱出的少女情怀。 大湘西，浓缩了世
间多少美好事物。 此次“大美湘西”摄影
大赛， 把湘西最美的景色， 在最美时光
里，以最美的光圈和快门，定格成一幅幅
经典画面，凝结成一张张永恒的记忆。

国内外巡展推介大湘西好山好水
“大美湘西”摄影大赛，旨在全方位、

多角度、 深层次地展现大湘西地区神奇
秀丽的自然之美、浓郁淳朴的人文之美、
幸福和谐的生活之美。

5天里，展出的摄影作品为湖南烈士
公园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吸引了众
多观众驻足。“把崀山拍得真美！ ”组照
《崀山神韵》完美结合光线和雾，让年过
花甲的熊建华赞叹不已。 许多观众纷纷
掏出手机拍摄，喜欢绘画的陈新民说，这
些民俗题材很有意思， 想拍下来回去画
到画上。

长沙展首展结束后， 第二站将移至

梅溪湖桃花岭景区广场。 之后，“大美湘
西” 摄影大奖赛的获奖作品将分赴上海、
北京以及东南亚地区继续巡展。

“举办摄影巡回展的初衷和目的是为
了推介大湘西的山水，并利用这一片好山
好水向外界推介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许又声说，大湘西是一个美丽的
地方。 这次摄影展很好地展示了大湘西
的魅力，接下来还要去上海、北京和海外
展示，让大湘西的美走向全世界。

湘西的民俗文化需要有人去记录
大赛中，一幅《沱江晨曲》，给张黎明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凤凰古城的意境
展现得淋漓尽致，很有民族特色。 ”此幅
作品，获得了大赛一等奖。

作者杨冬桥，就是凤凰县人。照片拍摄
于2007年11月，当时已是冬天，凌晨5时，
天还未亮，他就起床去沱江边等待日出。当
太阳要出未出之时，一群鸭子慢慢游过来，
游到最佳的位置，杨冬桥开始按快门，连拍
了好几张，最后选了最好的一张。

照片中，沱江上晨雾还未散去，即将
喷薄而出的红日， 给两岸的吊脚楼抹上
了一层金黄的颜色， 江心一只竹排和一
群鸭子缓缓游来，一幅恬静秀美的景象。

另一个获得一等奖的， 是周建华的
组照《湘西苗族过大年》。 59岁的周建华，
现为《中国民族》杂志特约摄影师，也是

“湘之西”摄影工作室负责人。
“老建筑拆了，老手艺没人去传承，很

多民俗如今已看不到。”作为土生土长的湘
西花垣土家族人， 周建华对湘西的民俗文
化保护现状非常忧虑。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去抢救，去记录。 周建华带领的团队，现在
正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和请当地老人介绍的
方式来挖掘一些古老的民俗， 希望能将这
些民俗风情通过照片的形式记录下来。

周建华告诉记者，近几年，他拍摄的
民俗题材约有20个，如打糍粑、过大年、
打银饰、做法事等，都是成系列的，从头
至尾全程记录。《湘西苗族过大年》只是
其中之一。

本报记者 姚学文 左丹
通讯员 金中平

4月19日， 溆浦县城卢峰镇
城南九年一贯制学校扩建工地，
一派火热景象。 记者在现场采访
时， 县教育局局长陈昌礼说， 去
年8月启动的该校扩建工程， 是
县委、 县政府为破解再度回升的
大班额问题， 打出连环“组合
拳” 的一招。

最高时一个班80多名学生
本世纪初， 随着城镇化步伐

的加快， 溆浦县城人数急剧膨
胀， 学校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大班
额现象。 “2008年， 卢峰镇中学
当时的班额平均达到76人， 最高
达到87人。 警予学校也是人满为
患，平均班额多达70人以上，最高
80多人。 ”陈昌礼介绍。 大班额严
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秩
序，老百姓对此颇多不满。

大班额现象，引起县委、县政
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此，他们提
出了“办好农村学校，稳定农村生
源， 减轻城区压力， 促进教育均
衡”、“积极扩充城区优质教育资
源”等两条大班额破解思路。

两条思路，归结起来，还是
个加大投入的问题。该县是个典
型的“人口大县、财政穷县”，县
委、县政府大院还是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建筑，个别还是新中国

成立前的老房子，改造的提议，也
是一拖再拖。 在此情形下，加大教
育投入谈何容易。 但县长李卫林
说，只要是财政还有一些气力，就
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第一轮“组合拳”班额
降到50人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
苦孩子。 ”“对教育工作无论怎么
重视都不过分， 因为群众不会反
对， 社会不会非议， 历史不会责
怪。 ”县委书记蒙汉的话，代表了
当时该县各界人士的心声。 在县
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
协的积极推动下， 该县出台了一
系列促推教育发展的举措。 同时，
集中财力、物力，加大教育投入，
打出了第一轮破解大班额的“组
合拳”。

第一“拳”，调整学校布局。 他
们出台了《学校布局调整2008年
-2012年行动方案》，按照“因地
制宜”原则，对全县学校布局进行
全面规划和调整。 先后撤并一批
薄弱且布局不合理学校， 新设13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同时先后创
办19所寄宿制学校， 并建成了一
批示范性窗口学校。

第二“拳”，改造薄弱学校。 从
2008年到2011年，短短3年，先后
投入资金1.8亿元，完成30多所农
村薄弱学校危房改造任务， 新建
了一批新校舍， 并给一批农村学
校装备了微机教室， 建成了校园
网，配备现代化的设施、设备。

第三“拳”，按照高标准、高水
平的要求， 建设了一批优质的城
郊义务教育学校。

第四“拳”，扩充县城优质教
育资源。 2009年，投资3400万元
建设的花园式、 现代化小学———
屈原学校在城南投入使用， 新增
学位2200多个。 2010年， 投入
2100万元扩建的卢峰镇中学开始
接纳新生，新增学位2000多个。

这一轮“组合拳”出击，不仅
稳定了农村和城郊学生， 而且还
吸引了一些在县城和外地读书的
学生回流。到2010年，城区义务教
育阶段中小学班额下降到50人左
右，大班额难题基本得到破解。

班额回升再出 “组合拳”
近两年， 城区新情况再度出

现， 班额由50人左右， 回升到60
人以上。 “这主要是由于城北新
开发的快速拓展， 人数迅速在这
里聚集。 城南的城镇化步伐也加
快， 人口快速增加。” 陈昌礼介
绍， 面对大班额问题的再度回
升， 县委、 县政府抓住进入武陵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

县的契机， 再度打出新一轮“组
合拳”。

第一“拳”， 扩建并提质城
南九年一贯制学校。 该校原是一
所城郊的初中， 办学条件一般，
学位不到2000个。 县里采取“融
资代建” 新模式， 投资1.3亿元扩
建该校。 扩建工程完成后， 不仅
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将大幅提升，
一所现代化学校将呈现在城南地
区， 而且将增加到80个班， 4500
个学位。 该校今年9月就可以正
式投入使用。

第二“拳”， 在城北开发区
新建城北学校。 该校也是一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该校计划占地
144亩， 学位4000个。 该校将于
2015年建成， 城北的孩子就可以
就近入学。

第三“拳”， 整体搬迁县二
中， 校舍转给三完小。 该工程计
划明年启动， 2016年完成。 将新
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3000多个。

第四“拳”， 在城东新建一
所完全小学， 新增学位2000多
个。

“城镇化是个渐进的过程。
大班额是动态变化的， 破解大班
额不能‘一劳永逸’。” 蒙汉深有
感触地说， “随着新一轮‘组合
拳’ 的出击， 再度回升的大班额
问题， 一定会得到更加有效的解
决， 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还
学生一个幽静的学习环境。”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彭露 ） 今天下午， 湖南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陈利从英国伦敦
载誉归来。 4月30日， 他的摄影
作品 《古城听雨》 在WPO世界摄
影组织主办的索尼世界摄影奖评
选中脱颖而出， 登顶公开组世界

总冠军， 同时荣获该赛事惟一的
年度摄影师称号。 这是国内首次
捧回这一奖项世界总冠军的奖
杯。

陈利是凤凰县人， 他创作的
《古城听雨》 取材于凤凰古城，
凝聚了他对家乡的情感和热爱。

作品表现了烟雨凤凰的主题， 选
择以古老的民居建筑为背景， 前
景是石墩桥这一典型的中国符
号， 采用慢门拍摄使冒雨旅行的
人们动静结合、 虚实有度， 将中
国传统艺术风格与现代摄影技法
相结合， 使作品充满了灵性。 据

悉， 由WPO世界摄影组织主办的
索尼世界摄影奖， 是国际上最有
影响力的摄影奖项之一， 此次评
选分为公开组、 专业组、 青少年
组以及专业学生组4个组别， 共
有全球摄影师的10多万件作品参
赛。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杨丹)湖
南卫视去年推出的《爸爸去哪
儿》，让大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
天， 重新开始认识亲情， 回归家
庭。 针对于这一热门话题，湖南卫
视乘胜追击， 即将于5月6日推出
全国首档甜蜜搭档闯关竞技节目
《亲爱的！ 加油！ 》。

这档节目是一场别
开生面的背老婆大赛，
男方将背着自己的甜蜜
搭档进行闯关。 记者了

解到， 节目精心为参赛者们筑起
一道“爱的跑道”。 这个在长沙
世界之窗特别为节目设计的赛道

设计， 总共分为5个部分， 方形
的赛道从起点到终点一共85米
长， 赛道中不同的颜色代表着地

形的不同。 男选手们需要全程背
着亲爱的老婆， 走过草地， 迈过
泥潭， 游过水池， 经过浮桥， 最
后战胜滚筒， 爬上斜坡， 奔向爱
的终点。 目前节目组针对明星夫
妻做了着重邀请， 汪涵、 杨乐
乐， 魏哲浩、 YOYO都在邀请之
列。

文化视点

教科卫新观察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 公益热线 —

好山好水世人知
———“大美湘西”摄影大赛首展侧记

大班额是动态变化的，化解大班额难题岂能“一劳永逸”？“人口大县、财政穷县”溆浦县———

打出“连环拳”，破解大班额

湖南摄影家陈利获索尼世界摄影奖总冠军
为国内获得该奖第一人

5月4日，
长沙黄花国
际 机 场 ， 摄
影家陈利在
向媒体记者
讲述他的获
奖作品。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亲爱的！加油！》
湖南卫视将推出背老婆大赛节目

◎责任编辑 刘凌 王亮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天进
行的东京世乒赛半决赛中，中国男、女队
分别以3比0击败中华台北队和新加坡
队，轻松晋级决赛。

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已经难以用语
言形容。今天的半决赛，中国男、女队依然
保持着狂风卷落叶之势。

男队中，除张继科丢掉一局，以3比1
战胜中华台北队黄圣盛外，许昕和马龙分
别以3比0“零封”陈建安和庄智渊。 面对
2010年世乒赛团体冠军新加坡队， 中国
女队也只有李晓霞被老将冯天薇拼下一
局，丁宁和朱雨玲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从本届世乒赛小组赛开始，中国军团
就展现了舍我其谁的霸气，所有比赛均以
大比分3比0“零封”对手。各个对手似乎也
已经习惯了中国军团的一枝独秀，“如何
限制中国队”的言论在本届赛事上一直未

有人提起。 或者，他们已经放弃了冲击中
国霸主地位的念头。

但从竞技体育的观赏性来看，没有悬
念是最大的遗憾。每一场有中国队对决的
比赛， 都成为了中国队个人表演的舞台，
对手似乎更像是“粉丝”。 据介绍，本届比
赛的上座率非常一般，尤其是中国队的比
赛。 不难想象，比赛缺乏竞争是直接的原
因。

4月30日，现任世界乒联主席沙拉拉宣
布将在9月份卸任主席一职。回顾这位主席
近10来年的举措， 最大的目的就是制衡中
国军团，以求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本届比赛
来看，他一直以来的改革，似乎没有多大成
效。

5日的决赛中， 中国男队将与欧洲之
王德国队展开巅峰对决，中国女队的对手
将是日本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的胜者。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
天从环湘赛组委会了解到， 有“中国首
善” 之称的陈光标与环湘赛创始人陈剑
岷5月2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答应代
言2014年第七届环湘自行车赛， 正式成
为环湘赛的“绿色形象大使”。

陈剑岷介绍， 他在3个月前开始与陈
光标联系。 4月30日， 陈剑岷与车友肖
贤林一同前往南京邀请陈光标。 5月2日，
了解到环湘赛的发展历程与宗旨后， 一

直倡导绿色环保的陈光标爽快地答应了
代言邀请， 当场接受了环湘赛组委会的
聘书。 据介绍， 陈光标将出席本届环湘
赛总决赛， 为绿色环保的赛事理念加油
助威。

环湘赛是我省最具影响力的业余自
行车赛事， 以倡导绿色骑行、 宣传湖湘
文化为宗旨。 本届赛事将于6月在怀化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排牙山林场启动， 10
月份将进行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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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标：“我为环湘赛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