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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艺术类统一考试
即将举行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2016年湖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将于2016年1月3日开
始，至17日结束，分为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等11个专业类
别考试。今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参考须知特别提醒考
生：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
资料的电子设备、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
属于考试作弊行为，高考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
无效（包括高考文化成绩记为零分）。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牢记考试时间地点，提前熟悉考
试地点；带齐考试用品，严禁携带规定以外物品进入考场。 考试
前，考生应检查是否带齐《201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专业考试证》《统考考生通知单》、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考试规
定用品，其他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
入考场属于考试违纪行为，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美术生：

“高分技巧”不可信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左丹）2016年全省普通高

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即将开始。今天，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对外公布了一封《致201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
专业统一考试考生及家长的公开信》，提醒考生不要因轻信
极少数培训机构或不法分子编造的所谓“考试妙招”“高分技
巧”，影响了考试的正常发挥和考试成绩。

省教育考试院介绍，近年来，我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期间，
社会上有极少数培训机构或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及家长的迫
切愿望和急切心理，故意编造和散布各种谣言误导考生。部
分考生因轻信了这些所谓的“考试妙招”“高分技巧”，不按要
求作画，影响了考试的正常发挥和考试成绩。之后，为逃脱责
任，这些机构或人员又故意散发不实信息，制造相关舆论，引
发考生和家长对我省美术专业统考公正性的猜测和担心。

为此，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我省美术类专
业统考工作是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十分
规范透明，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操作空间”。广大考生要自觉遵守
考试规定和考试纪律，诚信应考，绝不能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同时，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试卷上不得出现任何与试题
内容无关的标记，不得喷涂任何上光或固定材料，只能使用
规定的工具作画，否则，以考试违纪处理，取消该科目的考试
成绩。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明确规定，考试作弊将入刑定罪。凡是在考试中组织
实施作弊行为的，不仅要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严肃处理，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同公
安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 考生和家长如发现涉嫌考试作
弊、替考及考试工作人员违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省教育考
试院的举报电话：0731-88090301。

“辣妹子”里约可期
今年我省健儿夺10个世界冠军

2015年， 我省体育健儿共斩获10个
世界冠军，其中有7枚金牌由女运动员摘
得。展望2016年里约奥运会，为我省冲金
夺牌的重任仍将落在湘军女将们身上。

释义：11月27日，随着湘西妹子向艳梅
在美国包揽举重世锦赛女子69公斤级3枚
金牌， 我省体育健儿今年共斩获10枚国际
大赛金牌。 这10枚沉甸甸的金牌分别为举
重世锦赛5金、羽毛球世锦赛1金、苏迪曼杯
3金，以及蹦床世锦赛1金。

时至年关， 距离2016年里约奥运会
仅8个多月时间，即将于明年3月至4月展
开的奥运资格赛更是迫在眉睫。 记者从
省体育局了解到 ，目前举重 、体操 、羽毛
球、摔跤、游泳等我省各重点项目已全面
进入冬训， 为争夺奥运会资格做最后的
冲刺。从今年成绩来看，举重仍将是我省
冲击里约奥运会金牌的主力军。 尤其是
女子举重，我省名将向艳梅 、谭亚运 、侯
志慧等均具备不俗实力。同时，安化妹子
田卿、 株洲姑娘包宜鑫也肩负我省羽毛
球大军的冲牌重任。体操项目，商春松的
平衡木、谭佳薪的高低杠均值得期待。

3年前的伦敦奥运会， 我省共有11名
运动员参加了9个大项的角逐，在举重和
羽毛球两个项目上收获1.5枚金牌。 里约
奥 运 会 ， 我 省 参 赛 人 数 有 望 再 创 新
高———目前，我省在举重、体操、羽毛球、
花样游泳、游泳、摔跤、柔道、射击、赛艇、
皮划艇和田径等11个项目上有实力争夺
奥运会入场券。

“辣仔”一炮而红
中国男篮长沙夺冠

9月23日至10月3日，2015年亚洲男
子篮球锦标赛在长沙举行， 这是我省举
办的规格最高的洲际体育赛事， 湖南篮
球迷也在家门口过足瘾， 见证了中国男
篮重返亚洲之巅。

释义：最后一届、长沙、年轻、热血、歌
唱祖国……一连串的关键词， 成就了中国
男篮在本届亚锦赛9战全胜， 重返亚洲之
巅！经过这短短的11天，长沙激情四溢，赛
事吉祥物“辣仔”一炮而红，湖南球迷齐唱
《歌唱祖国》 的感人场面赢得全国人民点
赞。从中韩大战不离不弃的《歌唱祖国》，到
中伊对决霸气逼人的《龙的传人》，夺冠之
夜 《歌唱祖国》 再次响彻体育馆……这11
天，湖南球迷为中国男篮营造了最“火辣”
的魔鬼主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
湖南人个性和血性在“更快、更高、更强”的
体育精神中升华。

爱长沙“辣”就跑
首届长马轰动全城

10月18日， 首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在贺龙体育中心鸣枪， 来自国内外的1.5
万余名专业及业余选手奔跑在这座美丽
的山水洲城。“爱长沙，辣就跑”，跑友沿
途经过湘江、橘子洲、岳麓山、梅溪湖等
著名景观，在跑步的同时饱览长沙美景。

释义：长沙一直有跑步的传统，历史
悠久的长沙春季马路赛跑已跑过48个春
秋。但在马拉松日益风靡、湖南跑友日益
增多的形势下， 短短的5公里远不过瘾。
酝酿了数年之后，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长

沙国际马拉松赛终于在10月18日起跑 。
那一天， 整个长沙洋溢着青春阳光的气
息，散发着奔跑的活力，1.5万名国内外跑
者用双腿丈量和感受这座美丽的星城 ；
那一天，若鸟瞰整座星城，仿佛半个长沙
都在跳动，一波波选手伴着阳光、迈着矫
健的步伐，向他们的目标与梦想奔跑！

“辣”福地保持不败
国足主场狂进12球

11月12日，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中
不之战”在“福地”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打
响，国足最终以12比0狂胜不丹队，让当
晚冒雨来到现场观战的球迷大呼“能亲
眼见证国足一场比赛进这么多球， 太过
瘾了！”

释义： 尽管11月的长沙已进入湿冷的
冬季，但“中不之战”仍有27358名球迷冒雨
到贺龙体育中心， 为国足冲击世预赛12强
名额鼓劲加油。 近年来， 国足成了长沙的
“熟客”， 而长沙也成为国足响当当的 “福
地”。从2005年至今，这里留给中国足球太
多美好的回忆———10年间共承办8场国足
比赛，取得5胜3平的不败战绩。

对于长沙而言， 拿到这样一场难能可
贵的顶级赛事承办权， 其意义绝不仅仅是
办好一场比赛。更重要的是，激活整个城市
的活力，带动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向全国
乃至世界展示长沙的良好形象。

辣山、辣水、辣人
全民健身推陈出新

2015年是“十二五 ”收官
之年，我省群众体育事业快速
发展，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从

2009年的4635个增加到24341个， 覆盖
率达到58%。全民健身挑战日、徒步穿越
大湘西、山地户外健身大会等65场富有
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贯穿全年，群众健
身意识普遍增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达到全省总人口的32%。

释义：徒步 、登山 、路跑……相较往
年 ，2015年我省群众体育运动更多地亲
近大自然，让人们在大自然中锻炼，在健
身中旅行。近年来，随着跑步和徒步已成
为火遍全国的时尚健身项目， 我省也时
时紧跟主流， 推陈出新———今年在湘西
自治州、 怀化和邵阳举行的徒步穿越大
湘西系列活动， 受到群众的踊跃参与和
好评点赞。每站活动，无论风雨、泥泞，还
是高山、陡壁……大家走在一起、坚持在
一起。选手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一路上
收获美景、友谊和勇往直前的正能量。

2015“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湖南赛区
在我省掀起足球热浪， 全省14个市州超过
1600支队伍、18000人参与比赛， 共进行
2600余场角逐， 成为历年来我省开展的规
模最大的业余足球赛。

以湘江风光带为纽带的 “全民健身挑
战日”活动，今年将挑战城市扩大到湘潭、
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娄底、怀化和湘
西自治州等8个市州，活动以城市之间“两
两PK”的方式，引导市民积极健身。湖南全
民健身挑战日活动今年吸引超过10万名群
众参与其中，已成为全国的标杆。

� 中国男篮在长沙重夺亚洲冠军、世预赛国足在“福地”长沙上演进球大战、首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跑友倾城
而出……2015年湖南体坛够“辣”够激情，无论是篮球迷、足球迷、路跑迷，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惊喜———

一年，湖南体坛惊喜连连辣

� 10月18日7时30分，2015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在贺龙体育
中心鸣枪起跑，15000名选手参加角逐。（资料图片） 湖南

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355 8 7 1
排列 5 15355 8 7 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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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2 04 05 22 29 35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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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835751.04（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省内体坛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