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王亮）“真
的假的！？”今天上午，车友“默然”打开QQ
群后惊呆了。 原来有群友发出“第8届雷
克斯杯环湘赛揭幕战总奖金提升至12万
元，其中女子组奖金2万元”的消息。记者
随后致电环湘赛组委会，得知提升奖金千
真万确，如此高数额也创造了环湘赛奖金
新高。

第8届环湘赛揭幕战将于7月5日在张
家界天门山老道湾景区举行，原计划总奖
金是5万元。对于为何提升奖金数额，环湘
赛创始人陈剑岷表示：“为了鼓励更多人
加入环湘赛中来，也是对自行车爱好者的
一种回馈。” 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是女子
组，冠军由去年的6000元提至2万元，精英
组、大师组冠军分别提升到1万元，能够获
得奖金的名次也大幅增加。

为何女子组奖金更高？ 陈剑岷解释
道：“参加环湘赛的女选手一向比男选手
少很多，希望高额奖金能吸引更多女性同
胞参加。”

往年环湘赛的奖金一直较少，以去年
为例， 分站赛冠军奖金最高只有3000元，
总决赛冠军最高奖金也只有1万元。 今年
奖金能够升高，反应了湖南自行车运动的
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社会关注也在进一步
提升。

除了奖金高于往届，本次揭幕战还首
次增设了大学生组和青少年组。

另外， 所有首站选手还能获赠张家界
天门山老道湾景区门票一张，并可以参加千
人长龙宴和车友嘉年华活动。赞助厂家还将
针对参赛选手半价销售竞赛自行车1000
台，并将所得部分款项捐给爱心组织。

5月26日，江苏省邳州一中学生在进行武术健身操比赛。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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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蔡矜宜）“湖南省直单
位太极拳推广活动骨干人员培训班” 今天在省体育
局正式开班， 这预示着我省第三届太极拳健身活动
月“六进系列”中“进机关”正式开始。

本次推广活动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和
省太极拳运动协会主办， 共有来自全省30多家省直
机关单位的100余名骨干人员参加培训。活动分为三
个部分：6月中旬，骨干人员集中培训。6月至10月，骨
干人员在本单位进行太极拳训练推广， 精英教练员
负责教学和技术指导。11月，各单位推广、训练成果
将在省直单位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太极拳比赛的舞台
上一一展示。

2015年“太极拳健身活动月” 5月率先在常德
澧县拉开帷幕， 随后在岳阳、 娄底、 永州、 长沙、
张家界等地依次展开。 作为“太极拳进机关” 的重
点活动， 本次骨干人员培训班较去年参与单位和人
数均有所增加。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张灿强）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与湘
潭大学在湘大举行交流合作备忘录签
署仪式，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与湘潭大
学校长黄云清分别代表各自学校签约。

北京大学和湘潭大学有着密切的
合作传统。早在湘大复校之初，一批北
大教师就积极参与到湘大建设中来。之
后，又有一批优秀的湘大毕业生加盟到
北大教师队伍。近年来,两校之间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科研合作。社会科学研究方
面，北大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
策研究中心委托湘大中国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完成了一些课题和调研。自然
科学研究方面，湘大与北大合作共同承
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专项”课
题———“湘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
键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 北大原校长
王恩哥院士还担任了湘大“微纳能源材
料及器件”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主任等。
根据交流合作备忘录，北京大学和

湘潭大学将重点围绕发展规划、学科建
设、科研平台、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师
资培训、资源共享、干部培训等8大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比如：北大支持湘大进
入教育部相关提升计划或工程，对相关
论证和申报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北大
支持湘大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数学、
物理、化学、经济、管理等学科进一步提
升学术水平，鼓励本校优秀教师赴湘大
开展联合研究；北大为湘大申报、建设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教育部国际联合实验室和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研究平
台提供指导。

北大牵手湘大, 将有力促进双方教
学、科研承担更多国家级的课题,特别是
将推动湘大办学水平向全国一流水平
迈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湖南模式”受外省青睐

5月26日下午， 江苏省邳州一中操场上，一
场别开生面的武术健身操比赛正在进行。 学生
们流畅有力的动作、 饱满的精神， 令人耳目一
新。

邳州一中高二（17）班班主任颜艳叶一边观
赏， 一边频频点头，“学生们的精气神真是越来
越好了。”操场一角，高二（10）班的高豆和周媛
正进行着登场前的最后准备， 她们告诉记者：

“武术健身操比广播体操有趣多了，练起来不枯
燥，大家都很喜欢。”

而在几个月前， 邳州一中的武术氛围却是
另一番景象。

邳州一中有武术传统， 但现在习武的学生
越来越少。 校长刘传超不想丢掉学校的传统项
目， 便与中国武术协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武术
基金取得联系， 他们向校长推荐校园武术推广

“湖南模式”。
经过武术基金的牵线， 我省校园武术推广

“急先锋”、 中国武术培训基地湖南仁山青少年
武术俱乐部向邳州一中输送4名教练，推广“湖
南模式”。他们利用体育课及课间操时间，首先
在全校开展武术健身操训练， 很快点燃了学生
的习武激情。“这段时间以来， 学校的武术氛围
大为提升，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传超
告诉记者，“晚自习结束后， 经常会有同学在操
场练习武术，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武术健身操，我们还要教学生基本武术
套路。不满足武术普及项目的学生，还可以参加武术
提高班的训练。”仁山俱乐部教练许山山告诉记者。

创新形式润心益智

据了解， 除了江苏， 黑龙江等省也在学习
“湖南模式”。武术进校园的“湖南模式”为什么
能走向全国？

湖南省武术协会主席陈正培介绍， 过去武
术推广主要依靠武术学校， 不但将武术教育与
文化教育分割开了，而且门槛设置较高，造成传
统武术学校日益萎缩和武术推广的步履维艰。

“为什么跆拳道很流行？因为规则简单，入门容
易。这就为武术推广提供了灵感，武术推广就是
要降低门槛，编排统一教材，针对不同人群设置
不同课程。”

我省从2008年开始推广校园武术，经过一
段时间的摸索，转变了思维、创新了形式：武术
推广不能走“高精尖”，首先要面向全体学生；编
排简单易学， 又富有武术内涵的武术健身操和
武术套路，利用体育课和课余时间推广，不占用
学习时间；扭转家长和学生的陈旧观念，习武能
够强身健体、修身养性。

陈培正告诉记者：“将传统武术内涵和现代
教育理念相结合， 同时切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
特点和规律，以人为本，因材施教，追求每一秒
钟的教学效果，这便是‘湖南模式’。”

近年来，校园武术在我省长沙、益阳、岳阳
等市州开展红火， 培养学生数十万。 以长沙为
例，长郡中学、雅礼中学、长沙一中、师大附中等
名校都开展了校园武术， 很多习武学生考上了
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

武术基金执行主任游罡华认为，“湖南模
式”成功的关键，在于传播武术强身健体、润心
益智的理念， 将武术教学与武术思想文化的熏
陶相结合，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通过有形的
武术教育， 将无形的武术思想和传统文化激发
成一种指导学生学习、生活的人生哲学。

省直单位
太极拳培训班开班

环湘赛奖金创新高
揭幕战总奖金12万元

将传统武术内涵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湖南模式”成为推广武术进校园的“急先锋”，如今走向了全国———

“湖南功夫”校园受热捧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辣 罗闻

6月8日晚9时30分， 在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经过6个小时的手术，车轮底下
救人而身负重伤的周美玲闯过了治疗
中最为艰难的一关：足跟和踝关节皮瓣
移植手术。接下来，她将接受跟腱皮瓣
移植和植皮手术。

6月9日，该院手显微外科主任唐举
玉教授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采访。

唐举玉教授介绍，此前，医院已为
她进行了两次清创手术，目的是为随后
的手术做准备。此次进行的皮瓣移植手
术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主要目的是对损
伤严重的足跟和踝关节进行修护。下
周，她将接受跟腱皮瓣移植，最后就是
植皮手术。

皮瓣移植技术作为一种修残补缺
的重要手段，是修复重建和整形外科医
师对组织缺损进行修复的主要方法之
一。唐举玉说，当肌腱、骨关节、血管神
经等出现外露，失去了皮肤的覆盖和保
护，植皮也无法解决问题时，就会考虑
进行皮瓣移植。

以前没有皮瓣移植手术，如果患者
损伤严重，医生就会考虑截肢。皮瓣移

植技术的出现， 挽救了更多人的肢体。
只要主要结构存在，便可通过皮瓣移植
手术保肢， 并且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
动。

“周美玲的左小腿损伤面积大，导
致修护的难度增大，如果单纯依靠植皮
是无法完全修复的。”唐举玉说，此次皮
瓣移植是为她的整个治疗过程打好基
础。 如果把整个治疗过程比喻成“种
花”，皮瓣移植就是“施肥”。

“手术的设计、切取、移植是最大的
难点。” 唐举玉介绍， 小孩子的血管较
细，解剖血管难度较大，必须保证血管
完全通畅、吻合，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在背部切取肌瓣之后，那背部会不
会少一块肉呢？唐举玉解释道，在切取
后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医务人员便会
马上进行缝合， 最后只会留下一道疤
痕。考虑到周美玲为女性，为避免影响
以后的生育， 唐举玉在设计手术时，放
弃常选的肚子转而选择背部作为供区。

足跟和踝关节皮瓣移植手术从6月
8日下午3时30分开始， 一直持续到晚9
时30分才结束。一切顺利。

5月22日晚6时许，长沙市望城区茶
亭镇12岁小学生周美玲，从大卡车车轮
底下救出3岁幼童。

急诊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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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牵手湘大
开展8大领域合作

6小时皮瓣移植手术，为周美玲伤腿“施肥”———

救人小英雄
闯过治疗最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