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王周生）今天，
湖南省第10届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在长沙民政职院落
幕，共有7人8项次破湖南省大运会纪录。

此次比赛于10月17日至21日在长沙民政职院举行，共
有中南大学、长沙学院、湖南科技职院等70所学校的代表队
1091名运动员参赛，在跳高、铅球、跳远、100米跑、4×400
米接力等22个大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

中南大学以14块金牌、总分424分获得大学组团体总分
第一。衡阳师范学院以13块金牌、总分289分获得学院组团
体总分第一。长沙民政职院以25块金牌、总分387分获得高
职专科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中南大学的温兴隆连破男子大学组5000米和10000米
省大运会纪录，湖南师大的廖孟雪打破女子大学组200米省
大运会纪录， 湖南大学的赵禹晴打破了女子大学组5000米
省大运会纪录， 湖南大学的张玥琪打破女子大学组跳高比
赛的省大运纪录， 湘潭大学的黎小敏打破女子大学组撑杆
跳高的省大运会纪录， 中南大学的庞宇婷打破女子大学组
七项全能的省大运会纪录， 湖南大学的何雨婷打破女子大
学组3000米障碍赛省大运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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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23 3 1 7 0 0 3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6673671.8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86 9 8 8
排列 5 14286 9 8 8 0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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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小学时就与武术结缘， 那时
从外地来了一拨武术教练， 在县里开展
武术培训。

刚进入武术班， 便面临最严苛的教
学———练体能、站马步、劈叉。1000米的
体能训练，还没跑到一半就喘气困难了。
教练一声“集合!”不管你有多累，多不情
愿，都必须迅速列入队伍。这其中的每一
件事都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劈叉，我真的
被教练硬生生的地压哭了。心想：难道这
就是我要学的武术吗？ 那些生龙活虎的
武术健儿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没过3天，我就跑回家对妈妈说不学

了。 妈妈仔细询问后说：“每一个武术健
儿都是经过艰难训练的， 只有坚持才会
有成果。 这次武术培训恰好给了你这个
机会， 让你有了学会坚持与挑战自我的
机会。妈妈知道你是一个男子汉，不会轻
言放弃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回
培训班不再抱怨， 就算再痛苦也告诫自
己坚持下去。一个暑假的培训，我已能熟
练地打出一套拳，还学会了翻跟头，心里
着实欣喜不已。

回想起来， 咬牙冲过去的痛苦便是
快乐。万事开头难，练武术亦是如此。武
术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穿着练功服的那份
成就感， 它也从许多细节上潜移默化地
改变了我。

后因去外地上学与武术离别了近5
年。再次与武术相逢，已是高中，那时学

校有武术队，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多年不接触，生疏了许多，但在慢慢

的磨合与训练中，武术予人的那种特殊精
气神让我备感心悦。每天近两小时的训练
虽然让人疲惫不堪，我却乐此不疲，开始
练习难度更大的招式如空翻、 璇子转体
等， 在学校操场的沙坑上摔了无数次。同
学看到我没完没了地摔沙坑，惊诧道：“没
必要这么拼命吧！”我笑了笑，因为只有自
己才知道，穿着古朴的练功服，拿着银光
闪闪的刀、剑，行云流水地打出一个完整
无瑕的套路的感觉。我非常享受这种不断
去追求完美和通过无数次努力慢慢接近
成功的感觉。很感谢“武术进校园”这种形
式，它使我们在繁忙学习和体育锻炼之间
得到充分的调节，让我们面对繁多枯燥的
学习时不再愁眉苦脸，使我们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更加热爱生活，重视劳逸结合，在
面对困难时不再是畏缩不前，而是冷静思
考，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在武术的陪伴下度过高中生活，我如
愿跨入大学校门。大学的每一次与武术有
关的活动，我都会踊跃参加。如今已步入
研究生的生活，与武术的接触机会可能少
了些，但我始终觉得与武术结缘是我人生
中的一件幸事，因为它给予我很多。

武术在对我心智的淬炼过程中，让
我学会接受，学会尊重，学会坚持。心存
一分武道精神，那便是一分清净之地，能
从中体认到对生活、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犹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作者简介】

刘思华， 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
院学生，主修中医骨伤科学。高中就读于
桃江县第一中学，喜欢爬山，热爱生活。

（投稿请发电子邮箱 ：wushuji鄄
jin@126.com 或 hnrbtiyubu@163.
com）

10月21日， 马来西亚媒体曝出惊人消息， 世界羽坛名将李宗伟世锦赛药检未过关， 目前正在等待
B尿样的结果。 如果结果得到确认， 李宗伟将面临最高2年的禁赛处罚———

尿瓶绊倒李宗伟？
本报记者 王亮

羽毛球赛场上，李宗伟每每在决
赛中被林丹击倒。然而这一次，他可
能倒在尿瓶上，而且再无翻身之日。

据马来西亚 《中国报》 21日消
息， 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证实该国
一名顶尖男选手在今年8月份的羽
毛球世锦赛上药检不过关， 此人在
世锦赛和亚运会上都获得奖牌。

文中虽然没有提到运动员的名
字， 但按照条件筛选， 这名选手除
了李宗伟不可能是别人。 李宗伟获
得今年世锦赛男单银牌， 以及亚运
会男团和男单铜牌。

消息一出， 世界羽坛愕然。 令
人尴尬的是， 21日还是李宗伟32岁
的生日。

李宗伟纵横世界羽坛十几年，是
当今顶尖选手之一。据了解，李宗伟
性格内敛，待人接物十分和善，形象
良好， 堪称马来西亚国宝级运动员。

因此，社会舆论很难理解李宗伟会冒
天下之大不韪，倒在尿瓶上。

媒体猜测， 他极有可能是误食
了含有禁药成分的食物。 当然， 也
不排除到了职业生涯末期， 他为了
夺得世界冠军铤而走险的可能。

目前， 各方仍在等待B尿样的
报告。 但通过以往的例子看， A、 B
瓶不符的可能性非常低。 一旦B尿
样药检呈阳性， 李宗伟将面临最高
两年的禁赛处罚。

倘若禁赛两年的决定尘埃落定，
已经32岁的李宗伟不仅无缘两年后
的里约奥运会， 羽毛球生涯也将彻
底终结。 最不幸的是， 他的职业生
涯将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李宗伟常年占据世界排名第一
的宝座， 在各大超级赛中夺冠无数。
然而， 李宗伟在奥运会、 世锦赛等
大赛中每每被林丹击败， 总与冠军
失之交臂， 被誉为世界羽坛的“无
冕之王”。 谁也想不到， 这一次李宗伟可能倒在尿瓶上。 (资料图片)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杨志存） 历时5
天， 第五届国学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今天在湖北黄冈落
幕。来自湖南的聂峰林、王爽初段获并列第12名。

比赛共有来自全国的102名高手参加， 其中有5位女子
职业棋手。 该赛事是全国众多业余围棋赛事中唯一允许职
业女棋手参赛的赛事， 也是中国业余围棋5大顶级赛事之
一。长沙选手聂峰林以个人名义参赛，湖南友谊阿波罗女队
的王爽初段、袁亭昱初段也参加了比赛。

经过9轮争夺， 上海清一围棋研究会一队夺得团体冠
军，天津24岁的张博以8胜1负夺得个人冠军，聂峰林和王爽
初段并列第12名。

冲过去的便是快乐

刘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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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10届大运会
田径赛落幕
7人8项次破省大运会纪录

全国国学杯围棋赛落幕
湘籍棋手聂峰林、王爽并列第1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