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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彭帅终于在今年的美网实
现了自我突破，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
贯单打四强。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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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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1 1 9 5 7 5 5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352 0 6 0
排列 5 14352 0 6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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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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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亚运湘军创了
“最佳”，4年一度的省运会
火了娄底，环湘赛走过了10
个年头，国足两度来湘让球
迷喊破了嗓子……

■2014年度大盘点

这
一
年，

﹃
湘
当
﹄
韵
味

环湘自
行车赛今年
第 10 个 年
头 ， 影响百
万人。图为11
月 16 日 ， 车
手们在第七
届环湘自行
车总决赛中
角逐。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责任编辑 蔡矜宜

“湘当”有范

勇夺8项世界冠军
2014年，我省体育健儿共斩获8个世界冠

军， 分别是举重世锦赛3金、 羽毛球世锦赛1
金、汤姆斯杯羽毛球赛1金以及花样游泳世界
杯赛3金。

【释义】我省健儿今年在国际赛场的表现
可圈可点，虽然8项冠军与去年持平，但在项
目和人数上较去年有所突破。其中，湘西小将
谭亚运以抓举85公斤、挺举109公斤、总成绩
194公斤，成功卫冕举重世锦赛女子48公斤级
3项冠军。去年无金入账的羽毛球项目，今年
因为田卿和包宜鑫的爆发， 再次在世界舞台
上摘金夺银。

我省花样游泳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首
次夺得世界冠军。 长沙姑娘孙文雁和湘潭妹
子李晓璐在今年10月的花游世界杯赛中，获
得集体比赛和集体自由组合比赛冠军， 孙文
雁还斩获一枚双人自由自选金牌。 两位亭亭
玉立、 女神范十足的花游姑娘将成为体育湘
军冲击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生力军。

亚运会创境外参赛最佳
9月19日至10月4日的仁川亚运会， 由21

人组成的亚运湘军收获16金9银5铜， 创下参
加境外亚运会的最好战绩。其中，花游选手孙
文雁是最大亮点，独获3金。

【释义】本届亚运会，湘籍运动员的夺金点
还是在传统强项举重、羽毛球、体操、水上、射击
上，既有朱美、张亮、周玉等老将，也有商春松、
谌利军等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 老将稳如泰
山，小将惊喜不断，亚运湘军“冠军范”十足。

省体育局竞技处处长龚旭红表示， 从亚运
湘军的表现来看， 举重和羽毛球项目仍将成为
备战奥运的主攻项目。“创最佳固然可喜， 但要

清醒认识到，16金绝大部分出自集体项目，这说明
我们在培养顶尖运动员方面仍需下大力气。”

彭帅、田卿大放异彩
9月6日的美网女单半决赛，湘潭姑娘彭帅

在与沃兹尼亚奇的比赛中，由于双腿抽筋无法
坚持而退赛。虽遗憾无缘决赛，但28岁的彭帅
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四强。

8月31日的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 安化
妹子田卿与搭档赵芸蕾以2比0击败队友于洋/
王晓理，成为奥运会、世锦赛和亚运会的全满
贯得主。

【释义】彭帅与田卿，一个湘潭姑娘和一个安
化妹子，同样的28岁，2014年对于她们而言，都是
那么的不平凡———彭帅在经历37次大满贯征程
之后，终于尝到单打4强的滋味。12月23日，彭帅
获得2014CCTV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提名奖。
伦敦奥运会 “戏剧性” 夺冠之后，“青云组合”田
卿/赵芸蕾一度饱受质疑， 这一次她们终于用实
力证明了自己，在安徒生童话的诞生地谱写了属
于她们的“丹麦童话”。吃得苦、霸得蛮，彭帅和田
卿不仅在2014年大放异彩，更展现了湖湘儿女的
“辣妹范”。

� “湘当”过瘾

国足两度来湘，点燃球市激情
10月14日， 国足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以2

比1险胜南美劲旅巴拉圭队。2个月后， 国足出
征亚洲杯前在国内的最后一期热身赛移师郴
州———12月13日和21日，国足在郴州体育中心
分别以4比0大胜吉尔吉斯斯坦队、0比0战平巴
勒斯坦队。

【释义】两个月之内，国足两度来到湖南 ，
这让三湘球迷过了把足球瘾。据统计 ，国足与
巴拉圭队的比赛，有26000多名球迷现场观战；
而首次迎来国足的郴州， 也同样是给 “足”了
面，两场比赛的现场球迷平均近2万人。不败的
战绩和球迷的热情，让湖南已然成为了国足的

“福地”。

校园足球联赛火爆
11月22日至24日，

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湘潭举
行，24支球队300多名足球小将参加角逐。目
前，我省已先后确定了湘潭、株洲、衡阳、邵
阳、常德、益阳、怀化等7个省级校园足球布局
城市。长沙在2009年成为全国首批校园足球
布局城市。

【释义】今年的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首次
引进了社会力量， 这不仅为联赛提供了物质
保障，同时让足球小将们有了更大的舞台、更
完善的比赛机制。 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
长杜利民介绍，目前全省共有400多所中小学
校开展足球活动， 常年参加足球活动的青少
年达到11万人。

� “湘当”给力

省运会严厉打假，苗子训练营受欢迎
9月3日至15日，第十二届省运会在娄底

举行。 本届省运会参赛运动员达5914人，赛
事规模、规格和参赛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释义】“办一届干净的省运会！”这是省
体育局为举办本届省运会提出的目标。开幕
前， 省运会资格审查组就通过核实取消1167
名运动员的比赛资格。比赛期间，又通过查实
陆续取消103名运动员的比赛资格。正是严厉
打假，本届省运会更加公平公正。

4年一届的省运会， 是各项目选拔优秀
苗子的集中平台 。 省运会期
间， 省体育局针对举重、 羽毛
球 、 体操等8大传统项目挑选
了300多名优秀苗子 。 省运会
后， 首次开办青少年优秀苗子
训练营 ， 进行二次选拔 。 同
时 ， 邀请国内专家为100多名
基层教练进行培训。

体育惠民生，健身在身边
5月上旬，本报记者与省体

育局合作， 深入全省14个市州
开展“体育惠民生 健身在身
边”系列采访活动，对我省体育
转型和体育惠民工程进行深入
考察。

【释义】记者通过采访发现，我省近年来转
变发展方式，推进体育转型，积极建设群众身
边的健身场地， 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组织网
络，开展群众身边经常性的体育活动，积极构
建我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点燃湖湘大地
的健身热情，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

湘涛完成梯队建设
2014年年初， 湖南湘涛足球俱乐部的

青训与U19、 U17、 U15梯队建设全部完成，
各年龄梯队均已开始参加中国足协组织的
梯队联赛。

【释义】砸钱买球员、请名帅，或许能赢得
当下，而建立自己的梯队、完善机制，则能赢得
明天。目前，湘涛不仅拥有U19、U17、U15三支
成建制的梯队， 而且更小年龄的梯队也在组
建，U19部分球员已成为了一线队的替补。更为
重要的是，由俱乐部与益阳、常德、长沙市共同
打造的青少年足球联赛已经启动，这将极大巩
固湘涛俱乐部持续发展的根基。

� “湘当”期待

女达人林曦徒步到达北极点
4月11日， 登山爱好者林曦从挪威的朗

伊尔城出发， 先徒步行走抵达北纬89度的
巴内奥大本营， 12日正式出发冲击北纬90
度的北极点。 从大本营到北极点约为110公
里， 经过5天的艰难跋涉， 林曦最终于4月
16日抵达北极点。

【释义 】有人用 “登峰 （珠峰 ）造极 （北
极）”来形容林曦 ，但她说 ，我只是在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2013年5月成功登顶珠峰后，林
曦成为湖南登顶珠峰女性第一人。如果说攀
登珠峰是挑战极限，那么徒步北极就是林曦
的一次趣味与危险并存的探险。她的下一次
出发，又会是哪里？

10年环湘路，影响百万人
11月16日，随着第七届环湘自行车总决

赛在长沙落幕， 环湘赛走过了10个年头，极
大推动了湖南自行车运动的发展。

【释义】2004年首届环湘赛，参与人数只有
300人左右，10年后的第七届参与车手已近万
人。 环湘赛是全国最早的业余自行车赛事之
一，赛事创办人陈剑岷表示：“环湘赛举办10年
间，一直在传递运动健身、绿色环保理念，影响
了百万人。”10年环湘路，影响百万人。环湘“车
轮”仍在记录，下一个10年，更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