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陶金花 ） 5月31日， 我省首届

“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
启动仪式在株洲市芦淞区举行。 这是中
国职业人群“健走激励” 干预项目， 湖
南赛区设在芦淞区。

当天， 芦淞区机关事业单位123名
参赛队员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 并在专
业健走教练指导下， 进行了5公里健走。

为探索构建适合职业人群的长效慢
性病防控机制， 中
国疾控中心慢病中
心去年在全国21个
省市22个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 开
展以健走为主要方
式的中国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 干预研
究 项 目 ， 各 地 有
2700多人参加。 首

届“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
赛在此基础上推出， 吸引全国200多个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部分重
点省级示范区3万多人报名参加。

芦淞赛区负责人介绍， 首届“万步
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6月16
日正式开始， 所有参赛人员将佩戴专用
计步器， 将健走数据上传至活动网络主
页， 通过累计积分， 在全区各小分队之
间开展为期100天的团队健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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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为备战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12强
赛， 国足将在6月初进行两场热身赛，其
中3日率先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交手。

备战12强赛
国足6月初进行两场热身赛

高洪波3月率领国足取得40强赛最
后两轮全胜， 实现神奇晋级。 这让外界
对国足的12强赛充满期待。 为了更好地
备战12强赛， 热身赛必不可少。 6月3日
和7日， 国足将分别与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队、 哈萨克斯坦队交手。 这也标志着
从6月开始， 国足正式开启12强赛的备
战工作。

2日的赛前发布会上， 高洪波表示：
“两场热身赛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演练技
战术打法。 12强赛， 中国队实力不是最
强的， 但全队众志成城， 会竭尽全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球风硬朗， 阵
中也不乏技术型球员， 实力强劲， 目前
世界排名第53位， 比国足的第81位高出
不少。 另外一位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也不

是软柿子。 可以预见， 这两场热身赛颇
有锻炼价值。

首轮陈述长沙出局？
足协：以官方消息为准

除了国足热身赛， 近日外界普遍关
注的还有国足12强赛的主场申办。 2日
突然有媒体传出消息， 中国足协已敲定
北京、 广州、 天津、 沈阳、 西安、 武
汉、 南京、 昆明为8座申办候选城市，
长沙、 重庆、 贵阳、 南宁、 大连、 曲靖
被淘汰。

此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广泛猜测。
对此， 中国足协很快否认： “国家队12
强赛主场的选择牵动人心， 我们非常理
解媒体朋友的急迫心情， 但请广大媒体
尊重事实和申办确认程序， 勿进行主观
猜测性报道， 误导公众， 一切请以中国
足协官方网站信息为准。”

对于长沙首轮陈述已经出局的传
言， 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主任欧震表
示： “这些传闻都是小道消息， 不排除
其他城市的媒体在进行造势， 我们还是
等待中国足协的官方消息。”

备战12强赛 国足今日亮剑“我不想放弃一个学生”
———记湘潭县花石镇盐埠中学教师廖艳红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鐾颐 李红蕾 李诗涵

【微档案】
廖艳红，女，43岁，湖南师大自考本科，1995

年到湘潭县花石镇盐埠中学任教至今。 曾获湘
潭县“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和湘潭市“优秀
班主任”等称号。

【故事】
5月31日，艳阳高照，气温陡升。我们赶到盐

埠中学时，廖艳红正在上课。
下课铃响后，有老师说看到她回宿舍了。于

是，决定上那去看看。原来，是廖老师的宝贝女
儿回来了。6岁离开妈妈去爸爸工作的长沙上
学，9年后第一次回到妈妈的宿舍， 难怪廖老师
的同事都认不出来了。

从盐埠中学到长沙的家， 来回将近两百公
里。中巴车加长途汽车加两趟公交车才能到达，
来回10个小时打不住。这条团聚的路，怎舍得女
儿受累，廖艳红和爱人奔走了15年。

三次放弃调离机会
爱人和廖艳红是老乡加同学， 他上世纪90

年代在长沙读研便留了下来。相思的苦啊，一天
又一天。女儿6岁前，都是爱人从长沙赶来相会。
随着女儿去长沙上学， 奔波的人儿就换成了廖
艳红。

2007年，湘潭县一家名牌中学招聘教师，廖

艳红考上了。当时她确实心动，女儿到了上学的
年龄，调到县里就离长沙近了40公里。校长挽留
她：“廖老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
理。学校条件差，但你的家乡盐埠中学更需要你
这样的优秀教师。”

几天后， 她来到校长办公室， 说“我不走
了”。

此后， 爱人又为她联系了两次调往长沙工
作的机会，她都不答应。

“如果农村老师往城里跑，农村孩子的教
育怎么办呀？我爸还有你妈，我姐姐、姐夫还
有妹妹，都是教书的，我喜欢当教师。这里是
我的母校，就想干到退休。”这份痴心，把爱人
彻底说服了。他还当起了“爱心使者”，和单位
同事一道， 资助盐埠中学36名贫困生顺利上
了高中。

“上周六，我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家长会。”

说起女儿，廖艳红有些歉疚，也很骄傲：“她刚刚
获得直升湖南师大附中高中资格， 上周日就和
我一起回来了。”

中午守着学生睡
和孩子们一起在食堂吃过午饭， 孩子们趴

在课桌上午睡，廖艳红坐在讲台守着。
36个学生，30位寄宿。这就是廖艳红从初一

带上来的166班。
离教室30米开外，是廖艳红的宿舍。
“我睡不着。学校前面有水塘，后面有山，又

没围墙，孩子们跑出去了，不安全。”难怪，廖艳
红把教室隔壁一间小房子收拾了， 当第二办公
室。

当了21年班主任， 想到她班上的学生总是
很多，留守儿童占了多半，加上初中生正处叛逆
期，教育难上加难。

“有次，半夜12点，校领导打电话说班上有
位学生没在宿舍。我赶紧起床，坐着他的摩托车
到处找，还到了镇上的网吧，也没看到。回来后，
发现这个学生在宿舍。唉，他刚出学校就看到我
们去找他，于是又偷偷回去睡觉了。”廖艳红生
怕再接到这样的电话。

早上5点半起床去学生宿舍， 晚上9点半再
回自己宿舍， 在廖艳红的心中， 这点苦不算什
么。

“最辛苦的是女儿上幼儿园那几年。早上
得把她弄醒，替她穿上衣，早早送去。当时还
有两个学生成绩下降了，家里没人管，也住在
我家。”廖艳红说，晚上等做好饭，女儿常常睡
着了。

“看到孩子们，好像看到了我当年的样子。”
廖艳红说，“我不想放弃一个学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47 9 7 6
排列 5 16147 9 7 6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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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步有约
我省首届职业人群健走大赛芦淞启动

�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
军君 欧阳友忠）6月1日， 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
维尔传来喜讯:香港城市大学宁远籍教授李秋胜
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工程力
学年会，荣获2016� Jack� E.� Cermak奖。工程力
学学会会长授予他一枚刻有风工程创始人Jack�
E.� Cermak教授塑像的奖章。

Jack� E.� Cermak奖项是国际风工程和工业空
气动力学领域最高荣誉奖项，表彰的是全球范围内

在风工程和工业空气动力学领域具有卓越成就的
学者。每年评选一位获奖者，评奖原则注重长期累
积的杰出贡献。Jack� E.� Cermak奖自2000年成立
以来，仅有12人获奖，多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
洲的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 其中6人是现任或曾
任世界风工程师协会主席。李秋胜教授是获此殊荣
的第一位华人。评选委员会对李教授的评价是“在
风工程领域，从基础到应用研究以及在亚太地区大
型建筑结构力学等方面作出很多贡献。”

李秋胜教授是宁远县柏家坪镇人，1962年
出生，198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获学士学
位；198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工学硕士
学位；1996年毕业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风工
程专业，获博士学位。系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
教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会刊副主编。
1989年起，他先后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建筑
技术研究所、工程学院、试验中心任职，后到香
港城市大学任职。他研发“风及结构健康监测系
统” 应用于亚太地区多幢超高层建筑物（如高
640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

宁远籍教授李秋胜获风工程最高奖

� � 5月31日，廖艳红在备课。 欧阳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