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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历时3天， 总行程超过70公里的
2015“穿越大湘西”徒步活动邵阳站
15日在新宁县窑市中心小学落幕。对
于200余名选手而言，走完全程，意味
着邂逅了美景，更挑战了自己。

“逃离”工作找灵感
“小鲜肉， 你穿得这么不专业，

到底行不行啊？” 徒步的大部队中，
一位梳着时髦寸头， 身着衬衫牛仔裤
的帅小伙儿一身不专业的行头格外

“惹眼”。
小伙子名叫周子程，与其他“全副

武装”的队员相比，他的“潮人范儿”格
外引人注目：“这身行头可是我每次徒
步的标配，没有登山鞋我一样走得快！”

一路上， 周子程因为不专业的装
备可没少遇麻烦， 好几次灌木树枝刮
花了他的跑鞋，遇到湿滑的泥路，打了
几个趔趄险些摔倒。全程结束时，一身
已是脏兮兮，鞋子基本报废，可他毫不
在意。“我把这次活动看成纯粹的旅
行，所以在装备上没太多要求。”

从事广告设计的他年纪轻轻，身
上的职业病可不少，“每天在机房待
着， 让我失去了很多年轻人应有的活
力，创作也总是不顺利，所以借这次活
动，逃离几天工作，透透气，说不定回
去后那个一直没想好的广告脚本就有
灵感了。”

年龄最长心不老
“老爷子真棒，一个人走这么远都

不费劲！”穿越途中，64岁的段百安是
本次活动最年长的选手， 一路上老人
赢得同伴的连声称赞。

没有登山杖、护具，但段百安腿脚

格外利索， 泥泞小路他三两下就能跨
过障碍，丝毫不畏惧脚下的湿滑；上坡
下坡身手矫健，借着树枝，踩着石头顺
利走过。“这种路线对我来说不算什
么， 年轻的时候当兵，15公斤的负重
登山徒步比这难度大多了。 我还去过
喜马拉雅山， 跟着大部队爬到海拔
6000米，如果不是被阻拦我还能继续
往上爬呢。”老人自豪地说。

退休10余年， 段百安一直热衷太
极拳、户外徒步等运动。每年都有几个
月是他固定的“旅游季”，10年下来，他
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一次，他是从
佳木斯赶到邵阳参加“穿越大湘西”活
动，“运动不分年龄。这么多年我越活越
年轻，还会继续走下去。”

带上老伴秀恩爱
在别人过双11“光棍节”时，56岁

的贺叔带着老伴赶赴此次“穿越大湘
西”大本营，开启了老两口的“浪漫之
旅”。

贺叔是个不折不扣的“徒步迷”，闲
暇之余总喜欢徒步山野，老伴开始时并
不支持。从湖南日报获悉本次活动的消
息后，贺叔首先想到的是带老伴出来走
一趟。为了说服老伴，贺叔联合女儿一
同做思想工作，经不住软磨硬泡，老伴
终于同意参加。

一路上， 贺叔忙前忙后向老伴
“献殷勤”， 走走停停不断跟老伴聊
天；老伴累了，他马上停下脚步，剥个
橘子给老伴。 感受到丈夫的贴心关
怀，老伴儿兴致满满，一路上谈笑风
生，走得也飞快，有几次甚至将贺叔
甩在了身后。“少来夫妻老来伴，有好
的风景，我希望能与老伴一起分享。”
贺叔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都说用脚丈量每一寸土地的行
走，有着特殊的力量。对于从未参与过
徒步运动的我，出发前“穿越大湘西”
更多的只是工作任务， 然而结束全程
时，我突然发现初衷是如此可笑。

行走的力量，是沿途享受大自然的
馈赠，是心跟着满眼美景一同飞翔。3天
时间，沿途经过蜿蜒的田间小路，潺潺

的溪水，耸立的辣椒峰……山村美景与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融为一体。行走过程
很累，可偶尔小憩驻足停留，抬头环顾
这一片景色， 焦躁的心似乎瞬间平静
了。自拍、合影，不经意间发现有趣的野
花野果，为这趟行走更添一分野趣。

行走的力量，是一直在路上，可从
不会感觉孤单。3天下来， 身边的很多
人都被深深记在心里：结伴而行，每每
遇到阻碍， 同伴总会及时伸出手搭一

把； 走不动了， 也能听到一声亲切的
“加油”；不管遇到谁，只要能跟得上他
们的步伐， 就能从他们嘴中知道各自
不同的徒步故事……整个行程让我明
白，路再难，自己也不会孤单。

行走的力量， 是这一场旅途的结
束，更是下一次远行的开始。当听到选
手们一声声“下次见”的约定，让人感
受到行走没有终点。

一路上，见过风雨，有过阳光。曾
经有人说，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
愿你我都能做一个有心人， 享受坚定
的步伐赐予我们行走的力量。

一场美丽心情之旅

行走的力量●记者手记

11月14日，选手在崀山的林间小道中徒步。 陈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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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周倜）由国家
体育总局群体司发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湖南
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
14日在岳阳、常德两市举行。

当天活动主会场分别设在岳阳市南湖广场
和常德市体育中心。岳阳市在所属区县开设了三
个分会场，常德市在所属区县开设两个分会场。

混合三人篮球赛、 拔河大赛、 中老年健身
操、太极拳、广场舞等比赛，组成了一道道充满
活力的体育健身风景线。

最终， 两市共有118057人参加本次活动，
其中岳阳市总计有59784人、参与率1.091%，常
德市总计有58273人、参与率1.019%，岳阳市获
得“参与率”优胜杯。两市共计226880人通过扫
描活动官方二维码关注本次活动， 其中岳阳市
共计105385人，常德市共计121495人。“国民体
质监测”测验活动中，岳阳市以849人达标获“国
民体质监测达标”优胜杯。

怀化学院举行体育嘉年华

运动会也能这么玩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王亮）运动会

“变脸”嘉年华。怀化学院2015年体育嘉年华活
动14日结束，与传统竞技运动会相比，怀化学院
的体育嘉年华项目设置独特、参与性强，近万余
名学生乐在其中。

本次怀化学院体育嘉年华为期两天， 项目
设有第三届排舞锦标赛、 捆足竞走、 四向拔河
比赛、 40×50米跑迎面接力赛、 20×50米板
鞋迎面接力赛、 花样跳绳比赛、 篮球赛及智力
运动会等。 这些项目充满趣味性和民族性， 深
得学生“芳心”， 19个学院共有近万名学生参
与其中。

怀化学院副校长佘朝文介绍： “本届体育
嘉年华是在原田径运动会的基础上， 通过改进
项目设置与活动形式， 增强参与性、 竞争性和
观赏性， 最终以开放、 融合的理念打造校园的
体育文化。”

体育学院唐萍副教授表示： “将运动会改
为体育嘉年华是一种创新， 设置的四向拔河、
板鞋接力和排舞比赛等特色项目， 让竞技在欢
乐中进行的同时， 也让广大学生领略了民族体
育文化。”

13日的开幕式上， 怀化学院还组织万名学
生同跳排舞《舞动中国》，场面壮观，充分体现了
年轻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
在岳阳常德举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313 5 5 5
排列 5 15313 5 5 5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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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134 01 02 06 15 35 04+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1888647564.99（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中港之战今日开打

国足拒绝“港囧”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蔡矜宜）17日19时35分，国

足将在香港旺角球场打响与中国香港队的关键之战。 主帅
佩兰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以目前的形势，中国队必须要战
胜对手。

2004年11月17日，同样是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7比0大
胜中国香港队， 却最终无缘世预赛第二阶段8强赛。11年后
的11月17日，中港两队再次遭遇于世预赛，国足只有击败对
手才能够保持晋级的希望。前7轮，国足5战3胜1平1负积10
分，进21球失1球，排在C组第3。目前，国足落后5战全胜积15
分的卡塔尔队5分，落后中国香港队3分。

0比1输给卡塔尔队之后，国足想要冲进世预赛第二阶段12
强赛，只有全胜才可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中国香港队有很多
归化球员，进攻能力有所提升，比赛将会比较难打。但我们有信
心，全力争取胜利。”首回合较量中，国足主场被中国香港队0比
0逼平，次回合如何提高进攻效率，成为国足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佩兰表示，“其实主场比赛我们踢得不错，但在一场占据绝
对优势的比赛中未能进球的确让我们很失望，不过这同时给了
我们拿下这场比赛的动力。”

本场比赛， 香港足总为中国香港队开出100万港元的赢球
奖金，加上其他奖金，中国香港队若取胜有望得到150万港元，
这也是中国香港队有史以来最高的单场赢球奖金。

11月15日，西
班牙传奇前锋劳
尔正式宣布退役。
这名38岁的老将
曾为皇马效力16
个赛季， 出战741
场比赛打入 323
球，帮助皇马夺得
6个西甲冠军、4个
西班牙超级杯冠
军和3个欧冠联赛
冠军。（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劳尔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