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16日上午，大雨过后，路上一片泥泞，为毅行者徒步行走增加了难度。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2016湖南百公里（春季）毅行活动收官

8400余名勇士完成挑战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亮）随着最后3名勇士在

晚上8时10分左右抵达终点，2016湖南百公里（春季）毅行
活动顺利结束，为期两天、跨越三城、长达86公里的长途跋
涉，被8400余名勇士征服。

本次湖南百公里走得不容易，16日徒步期间，天气由雨
转晴，选手先被雨淋后遭暴晒，经受双重考验。17日，天气一
早就由晴转阴，最终或大或小下了近一天的雨，几乎所有的
选手都淋湿了衣服和鞋子。 到最后3名挑战者抵达终点时，
共有8400余名选手完成挑战，拿到赛事组委会颁发的毅行
证书。

来自衡阳南华大学的庞博、潘凯、叶凯萱是最后抵达终
点的3名挑战者。因为有两人受伤，他们的前行速度缓慢。虽
然组委会的收容车一直跟在身后， 但3人一致决定坚持到
底，“我们都大四了，不想留下遗憾！”鉴于坚持到底、永不放
弃的精神，3人破例获得毅行证书，完成夙愿。

2016湖南百公里由平安银行长沙分行总冠名，三湘都
市报、华声在线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市以及俄罗斯、
美国、 韩国等多国留学生在内的10970名选手参与。 据介
绍，2016湖南百公里（秋季）毅行活动将在10月份举行。

责任编辑 蔡矜宜

2016年4月18日 星期一11 体育·法制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44 5 3 9 9 9 7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7555152.2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01 6 0 3
排列 5 16101 6 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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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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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大学生，棒棒好青年
王亮

在湖南大学圈， 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走一
次湖南百公里，大学生涯将是残缺的。”

每一年的湖南百公里， 大学生都是参与主
体，占总人数的80%以上，来自省内几十所高校
的莘莘学子、 热血青年踏上百公里， 感受百公
里，征服百公里。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性
格迥异，但在挑战过程当中，他们付出同样的努
力，拥有同样的达观，守候同样的坚持。

本次百公里的路上， 一幕幕的场景令人印
象深刻。湖南商学院的小文右脚磨出血泡，在同
学的帮助下坚持走完全程，战胜了自己，收获了
感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王鹏偶遇明星旗手
孔小平，为他的6次徒步百公里事迹感染，立志
“明年也要做旗手”； 湖南大学的陈琰第二次参
加百公里，她不仅是来挑战自己的，一路还宣传
环保理念、传递正能量；还有数百位百公里的志
愿者大学生和“兄弟连”督导团，他们服务万余
选手，默默在背后奉献。

少年强，则国强。百公里路上的大学生们，
勇于挑战，乐于奉献，心怀感恩，他们用实际行
动告诉大家：“我们是毅行大学生， 我们是棒棒
好青年。我们昭示着祖国的未来，我们能成为社
会的栋梁。”

� � � �毅行者在出发前，寄信给五年后的自己。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4月16日至17日，2016湖南百公里
（春季） 毅行活动在长株潭三地举行。
两天一晚， 对所有参加百公里的勇士
来说，都是一次灵与肉的淬火与涅槃。

第6次挑战百公里
毅行“老炮”成偶像

在湖南百公里株洲体育中心的终
点幕墙边， 一位举旗的老人不断被人
拉来一起合影。“他令我敬佩， 明年我
也要像他一样成为旗手。”来自中南林
科大的王鹏告诉记者。

这位老人就是第6次参加湖南百
公里的孔小平，今年已经60岁，他也是
本次百公里的旗手之一。“2013年我第
一次参加湖南百公里， 当时因为不懂
电脑，还没报上名，最后硬着头皮找了
主办方才拿到挑战资格。 没想到一走
就上了瘾，这一次已是第6次。”

走在熟悉的路上， 孔小平不在乎
速度，更享受轻松惬意的过程，并和身
边的年轻人打成一片，“聊徒步， 聊自
己的经历， 很开心。 年轻人新潮的思
维，也让我大开眼界。”孔小平回忆道，
第一次走的时候，脚磨出了水泡，还不
好意思去医疗点治疗，如今已是“六进
宫”的老玩家，备受年轻人的推崇。

王鹏告诉记者：“我在距离终点20

公里处遇见平哥。平哥非常随和，给人的
感觉特亲近，大家一起聊起各自的生活、
观点，有很多乐趣。他连续6次参加百公
里的事迹更是让我感动。他这把年纪的
人都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90后”代言
文弱女生流血不言弃
历届湖南百公里， 挑战者主要是

大学生。2007年举办首届时，大部分的
选手还是“80后”，10年后的今天，大部
分选手已是“90后”、“95后”。

本次百公里的第二个挑战日，经
过第一天40多公里的“折磨”，大部分
选手很疲累，也伤痕累累。来自湖南商
学院的小文从休整地出发时， 就走得
极为缓慢，右脚脚踝处破裂的血泡，让
她的每一步都格外艰难。 更为严重的
是，因为下雨，创可贴被淋湿，保护效
果几乎为零。

忍着疼痛， 小文在医疗点重新进
行了包扎。继续或者放弃，成为摆在她
面前的选择题。“不想放弃是假的，因
为真的很痛。 不过当时已走过大半路
程， 会觉得可惜， 队友都在帮我拿东
西、找拐杖，鼓励我尽量坚持。”

最终， 小文咬着牙一瘸一拐走到了
终点。当她拿到证书时，激动地说：“感谢
队友的帮助，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一路上，像小文一样不怕伤痛、坚

持到底的“90后”不计其数；像小文的
队友一样帮助他人的“90后”也大有人
在。他们既是百公里最靓丽的风景线，
也是百公里最强大的力量。

自己的路自己走
8岁少年完成挑战

看到郭瀚宸走到终点，拿到证书，
妈妈王臻熠幸福地笑了：“真是出乎意
料，瀚宸坚持到了最后。”

38岁的王臻熠在株洲从事教育培
训工作，8岁的郭瀚宸是她的儿子。为
了陪儿子锻炼身体、磨练毅力，母子俩
一同报名参加了这次百公里活动。

“小孩子普遍依赖性比较大，遇到
困难容易放弃， 让他参加这次湖南百
公里，就是想让他体验一下。”

一路上，郭瀚宸爆发了巨大的能量。
因为年纪小，他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得到很多人的鼓励。

不过， 在距离终点十几公里的时
候，郭瀚宸还是突然流鼻血。为了安全
起见，王臻熠让他搭乘朋友的汽车。不
过在距离终点还有5公里时，郭瀚宸坚
持继续走，并成功走到了终点。

“让孩子尝试百公里，我没有多大
的目标，只是想让他感受整个过程。完
成也好，放弃也罢，我会去引导，但自
己的路他要自己走， 决定也要自己
做。”王臻熠说。

行者·毅者·胜者

冲动辞职也不可反悔
问：我于2014年4月1日进入某食品公司工

作，签订了3年期劳动合同。2015年3月，我因工
作与部门经理发生言语冲突， 当天就向人力资
源部提交了辞职信。第二天，人力资源部同意我
辞职， 但要求我按法律规定继续工作30天。此
时，我对自己冲动之举很后悔，遂向公司表示不
辞职了，人力资源部却拒绝了我。请问，我还能
恢复劳动关系么？

法律专家回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七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权，也称任意辞
职权、无因辞职权。劳动者只需提前30日，将辞
职信送达用人单位，无论用人单位是否同意，一
经送达就能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辞职信送
达之日即为解除行为生效之日， 送达之时即发
生法律效力。提前30日通知，是一个附期限的
解除行为，这个期限对劳动者而言是法定义务。
劳动者没有权利撤回或撤销这一期限， 除非用
人单位同意。因此，劳动者辞职行为一经作出，
不得反悔、撤销。

单位旅游
不能替代年休假

问：2004年8月，我大学刚毕业就进入某科
技公司。去年，公司安排我和其他业绩出色的同
事， 共同参加了一次7天的出国游和一次5天的
国内游。去年年底，我打算和女友外出旅游，遂
向公司提出休年休假，结果被公司拒绝。其理由
是：我已参加公司安排的12天集体旅游，无资格
再休年休假。今年初，我离开了该公司，我可以
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要求公司支
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补偿么？

法律专家回复：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第3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0年不满20
年的，年休假10天。所以，你可以享受10天的年
休假。 用人单位安排集体外出旅游属于奖励或
福利，不能替代个人年休假的。上述条例第5条
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
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你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的要求，
于法有据。

法制周报记者 陈思
通讯员 翁丽丽

打牌赌博总是输钱，为了筹集赌资“回
本”，50岁的永州银行女职员不惜铤而走险，
以投资急需用钱为由，开出高额利息，四处
向人借款；花400元办理假证，私自抵押丈夫
外甥女的房产进行诈骗。两年间，疯狂敛财
838.5万元。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因犯诈骗罪，周禾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以“高额利息”为由借款500余万

初中毕业后，周禾一直在中国建设银行
永州某支行工作， 她平日喜欢打牌。2012年
的一天，打牌输钱后，周禾想借钱“扳本”。

她将主意打到了一名牌友的妻子张媛
身上。她告诉张媛，自己手头上有一个大项
目，急需用钱，可提供3分的月息。

“第一次就借到了20万还是40万元，我
都不记得了。后来，我又陆续向她借了几笔
钱。”张媛和丈夫商量后，便通过银行汇给了
周某第一笔款项。尝到甜头的周禾，一发不
可收拾。至2014年12月止，她向张媛累计借
款150万元。

此后，周禾借钱更加频繁，并虚构了工
程招标、投资项目、投资理财等一系列理由，
声称急需用钱，可支付高额利息，向蒋某等
15人借钱。

为了保持“信誉度”，周禾每月都会按时
向张媛支付利息，月息可达2分至3分。能按
时付息的消息传开后，不少人主动找周禾放
款，“可能我在银行上班比较值得信任吧。”

2014年11月， 被借款人周林询问周禾，
银行哪款理财产品利息较高。周禾介绍相关
信息后，周林主动表示愿将40万元存在她手
上。

据统计，主动联系周禾推荐理财产品的
共24人，均表示愿将钱借给她。周禾俨然成

了一名“理财专家”，累计借款528.5万元。

曾办假证抵押外甥女房产

直至周禾东窗事发，周禾丈夫的外甥女
雷妍都不知道，因为一次办证，自己无意留
下的身份证复印件，会被周禾偷偷拿去伪造
公证书，补办了自己的门面房产证，用于抵
押借款。

原来，知道雷妍在冷水滩区湘发建材城
有一处门面房，周禾便打起了歪主意。

过户房产必须有雷妍授权的公证书。在
街头看到办假证的小广告， 周禾灵机一动，
花400元办了一个假公证证书， 内容是雷妍
委托自己全权处理其门面房产一事。

2014年1月27日， 带着雷妍的身份证复
印件，伪造的委托书和公证书等，登报挂失
后，周禾在永州市房产局补办了雷妍的门面
房产证。此后，还办理了门面抵押过户手续，

将门面“抵押”给庄某，借款160万元。两人商
定，每月除支付2分的利息外，另收 2分的手
续费。

当年12月15日，周禾又如法炮制。以雷
妍的名义，将门面作抵押，骗取秦甲借款150
万元。

骗得巨款后，周禾除用于偿还受骗者中
3人本金各10万元， 还有部分人的部分利息
外，其余款项全被她挥霍一空。

2015年4月8日，周禾主动到永州市公安
局投案，留下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对她在
外“借钱”的事，家人一无所知。

“只想尽快把赌输的钱赢回来”

据周禾供述， 她自2009年开始赌博，经
常与别人打麻将、扯胡子、打“三公”。她骗来
的钱基本上用于还款、支付月利息和赌博。

“在赌场输了，总想借钱来再赌博，把输

的钱赢回来。”她说，由于受骗者借给她，或
放在她这里理财的钱，都是长期存款。她并
没有别的渠道赚钱，每次输钱后，她只能动
用借款去赌博扳本，没有想到越赌越输。

如果受骗者们向其要钱，周禾只好继续
编借口四处借钱，拆东墙补西墙，“我没想过
这些钱全输了怎么办，只是想尽办法找钱把
输了的钱赢回来。”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诈骗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禾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事
实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考虑到周禾系初犯，案发后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据此，依照我国《刑法》，法院判处周禾
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谎称有“大项目”四处借钱 400元办假证抵押亲戚房产

银行女职员为赌博
诈骗8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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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6日晚的湖南工程学院， 毅行者们在帐篷内吃着简
易的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