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机关抓获欧洲杯
赌球涉案人员236名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近日，
辽宁、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公安机
关连续摧毁多个利用境外赌博网站
组织欧洲杯赌球的犯罪团伙， 抓获
各级代理庄家等涉案人员236名，查
缴、冻结赌资2800余万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昕晗）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
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日前在湖南图书
馆揭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40年的退
休专家师玉祥，将在湖南图书馆带徒传
艺，培养湖南古籍修复人才。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湖南图
书馆馆长张勇介绍， 湖南是古籍收藏大
省，藏有古旧文献200余万册，一半以上
因虫蛀、鼠啮、絮化、霉蚀、烬毁而亟需修
复。然而，一直以来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匮
乏，目前全省仅有一二十人。湖南图书馆

的80余万册古籍中， 约有一半不同程度
破损，而该馆的古籍修复组只有5人。

揭牌现场，施文岚、颜胜等6名学徒
向导师师玉祥敬茶、 献花。67岁的师玉
祥退休前任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组
长，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40年，先后修
复了明万历刻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
明刻本《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等珍贵
古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 希望通过湖南传习所的传承教学，
培养出一批古籍修复骨干人才，让更多
珍贵古籍得到修复和保护。

看 法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王亮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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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77 1 8 8 6 0 1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9107585.2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78 9 0 0
排列 5 16178 9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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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北京时间7月3日凌晨进行的欧洲杯8
强赛， 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在120分钟里战
成1比1， 经过9轮点球大战， 德国队7比6
取胜， 晋级4强。

蓝衣军团的确“背”
专门派上的“点球手”也罚丢

点球大战不稀奇， 但像这次漫长曲
折、 惊心动魄的并不多见。 多达9轮， 共
18人出场， 最终意大利队没能顶住， 倒
下了。

下半场比赛， 厄齐尔的进球率先打
破僵局， 随后博努奇的点球扳平比分。
加时赛， 精疲力尽的双方都没能破门，
只得进入点球大战。 没想到， 这才进入
比赛的高潮。

两队球员跟传染了似的， 准星大失。
从第2轮开始， 扎扎和穆勒一齐罚丢； 第
3轮， 厄齐尔中柱； 第4轮， 佩莱射偏；
第5轮， 博努奇和小猪双双失手。 进入单
轮定胜负环节， 顽强的日耳曼民族坚持
了下来， 而意大利队的达米安没能扛住
压力， 拱手让出胜利。

18个点球里， 共3个打偏、 1个中柱、
3个被扑， 胜利天平数度发生倾斜。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孔蒂最后时刻
换上的、 临危受命罚点球的扎扎， 居然
把戏演砸了。 不得不说， 对于意大利队
而言， 输掉本次点球大战， 还真是宿
命。

德国战车的确强
终结魔咒，第9度晋级4强

随着这场胜利， 德国队首次在欧洲
杯、 世界杯的淘汰赛中淘汰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是德国队的老冤家。 强大的
德国队可以说谁都不怕， 就是有点怵蓝衣
军团。 两队在国际大赛中交手过8次， 德国
队居然4平4负无一胜绩， 淘汰赛更是4战全
负。 这次表现更为出色的德国队没能在120
分钟里解决对手， 但好歹通过点球大战笑
到了最后， 结束了尴尬的“不胜魔咒”。

本次晋级也是德国队历史上第9次晋
级欧洲杯四强， 这一数据高居所有球队之
首。自从勒夫接任德国队主教练以来，德国
队在三届欧洲杯和两届世界杯中都杀入四
强，德国战车的稳定性、杀伤力无人能敌。

本次德意对决前， 很多名宿表示本场
比赛堪称提前上演的决赛， 谁获胜就很有
可能最终夺冠。 经过120分钟艰苦鏖战，
以及9轮点球大战， 德国队可以说是到八
卦炉里修炼了一把， 道行又有所提升。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德国队击破
了魔咒， 剩下的， 也就是冲击冠军了。

路德格斗长沙站举行

“功夫熊猫”
30秒KO“美国野兽”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秦慧英）7月2日，“ROAD�
FC”路德国际综合格斗大赛长沙站比赛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压轴大戏中，中国蒙古族选手、被称为“功夫熊猫”的敖日格
乐快拳如雨，开场仅30秒就KO了“美国野兽”鲍勃·萨普。

7月2日晚上的比赛有9场， 其中8场由中国格斗高手与来自
美日韩三国的选手对决。中方以敖日格乐、侯振林领衔。外国选
手方面，压轴登场的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野兽”鲍勃·萨普。

9场比赛中，敖日格乐和萨普这两位巨兽的对决是最精彩
的。两人开场没有任何试探，直接站立式互殴，萨普像坦克一
样冲向敖日格乐，试图利用身体优势将敖日格乐逼向边角，敖
日格乐则发挥速度优势，快速出拳进行多角度攻击，只见拳头
像雨点一样落在萨普头部， 萨普在坚持了三十余秒后中拳倒
地，敖日格乐在首回合中上演了秒杀好戏。

获胜后，激动的敖日格乐流下了兴奋的泪水。上一战，敖
日格乐输给了韩国选手崔洪万，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于他
而言，本次胜利也是一次释放。

其他7场有中国选手出战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取胜其中5
场比赛，输掉2场，其中比较意外的是，新疆老将居马别克不敌
韩国新秀金秀哲。

9轮点球大战，德国人笑到最后———

意大利,“点”背

� � � � “我滴乖乖！”看完德国和意大利
队点球大战，笔者大汗淋漓地瘫倒在
沙发上，一瞬间大脑空白 ，俨然劫后
余生的状态。心跳，也是快得飞起。

9轮18人登场的点球大战，累计7
人罚失，胜负的天平数次起伏 。短短
的10来分钟， 让人犹如乘坐过山车，
真是吓死宝宝了。

实话实说，本场比赛虽是德意豪
强PK，但120分钟的确乏善可陈，两队
绝大多数时间纠葛在中场的争夺上，

进攻均发挥欠佳，尤其是德国。
不过 ， 就在大多数人忙着吐槽

“我熬了一夜，你就给我看这个”的时
候， 一场载入史册的点球大战降临
了，过程之起伏，让人欲罢不能。好比
在酷热夏日 ， 你突然得到一瓶冰啤
酒，入口的清冽爽到了骨髓里 ；又好
像观看一部悬疑电影，在最后时刻才
恍然大悟，惊为天人。

说回本届欧洲杯， 由于扩军，前
半赛程的竞技水平有所下降，惨遭口
诛笔伐。但一路踢至4强，逆袭、绝杀、
爆冷、坚韧等戏码悉数上演 ，欧洲杯

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 ”。东
道主法国队踌躇满志， 虽连遇险情，
却多次逆袭；冰岛、威尔士，光脚的不
怕穿鞋的，一路黑进淘汰赛 ，现在还
想黑上冠军宝座；也有葡萄牙队这样
的怪咖，死乞白赖地“躺”进了4强。这
回，德国和意大利队又在点球大战中
上演生死时速。

为什么世界杯、欧洲杯能席卷全
球，为什么足球能成为最受欢迎的运
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足球场上下一
秒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足球。

王亮

这就是足球

� � � �输掉比赛， 意大利队球员格外沮丧。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罗淮蓉）7月1日晚，滂沱大雨没有
阻挡住常德丝弦爱好者的脚步，常德市文
化馆剧场，2016年常德市常德丝弦演出
季启动式暨首场演出武陵区丝弦音乐专
场晚会，在观众的热切期盼中准时开场。

精彩节目不断上演： 丝弦传统剧目
选段《宝玉哭灵》《昭君出塞》《双下山》原
汁原味、气韵十足，丝弦小戏《市长站岗》
诙谐幽默、细腻传神，《“110”遭遇“侦察
兵”》表演形式丰富、故事真实感人，《风
雪探亲人》老中青三代共同演绎，非遗传
承成果令人欣慰……此次演出季由常德

市委宣传部、常德市文体广新局主办，常
德市文化馆承办， 是该市推进供给侧结
构改革、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又一创新举措。7
月1日起，为期3个月的常德丝弦演出季，
将于每周六晚在市文化馆剧场上演。

常德丝弦是该市首批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近年来，常德
市通过发放常德丝弦普及读本、 开展常
德丝弦进校园活动等一系列有效举措 ,
加强保护传承取得明显成效， 相关节目
先后应邀在马来西亚、法国、老挝等国演
出，今年年初还应邀到联合国总部展演。

永州书法家创作
1700米书法长卷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中瑜）7月2
日，记者从永州市老年书画协会获悉，永州市老年书画协会副
会长、省老年书画家艺术研究员何维力先生，继去年创作《历
代名人咏潇湘》草书长卷之后，历时一年多又创作出1700米长
卷大草《历代咏舜诗词》。

该长卷书写的是张泽槐先生编选的《历代咏舜诗词》一书，
从先秦到当代， 乃至越南使者出使中国过零陵仰九疑怀舜德的
诗作，共计795首，30余万字，涉及自先秦至当代诗作者426人。

今年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总额7.3亿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薇薇）近日，
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湖南省、 江西省巡查监督会
议在长沙举行。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堃透露，2016
年度基金资助总额将达到7.3亿元，共资助966个项目。

从2014年启动国家艺术基金后，湖南的项目申报取得了
可喜成绩。2014年湖南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6个，受资
助资金总额542.9万元。2015年入选项目23个，受资助总额为
2225万元。2016年，湖南专门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湖南项目
管理办公室”，统筹全省艺术基金项目申报，做好申报咨询、
辅导工作。今年全省申报提交381个项目，初审通过项目全国
排名第五。

会上，湖南、江西两省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立项
的相关项目汇报了进展情况，来自北京的专家对湖南的杂技
剧《梦之旅》、民族舞剧《桃花源记》等提出了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通讯员 邹曦 余万兴

【微档案】
李富强，1968年5月出生， 平江县板

江乡流江小学校长、高级教师，曾被评为
“岳阳市十佳教师”。1985年到流江小学
工作至今， 把一所破旧小学建成省合格
学校。

【故事】
沿幕阜山的狭长谷地湖竹洞转悠半

天， 汽车爬上一个陡坡。 灼亮的阳光线
上，蓝天白云。红的国旗，灰白的教学楼，
金色的校牌，慢镜头似的浮出来。

平江县最西端的流江小学，到了。

“赤脚老师”成了代理校长
这是6月下旬的一天。倚在操坪的栏

杆上，李富强回忆道:“1985年8月，初中
刚毕业，17岁。我挑着一床被窝，从老家
赶十几里山路来学校。 学校是一座老祠
堂，没水没电。第一课讲《翠鸟》，心怦怦
乱跳。老校长鼓励我：还好。第二年，他患

病住院，我这个‘赤脚老师’成了代理校
长，后来当校长至今。”

一待，就是31年。李富强把校园当成
自己的家，像燕子衔泥，一点一点垒出模
样：

没路，他领着老师们捡石头挖土方，
修了一条机耕路。

没文娱器材， 他和老师们砌起了水
泥乒乓球台，甚至瞒着家人“挪用”弟弟

打工寄存在他家的钱，买来了跳子棋、象
棋、围棋，腰鼓、小军号……

没食堂，孩子们只能吃冷饭冷菜。他喊
来妻子戴麦华，义务为孩子们服务，一干也
是31年。妻子生孩子头天，还在扯萝卜菜；生
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床给孩子们做饭。

校园大变样，他自个的家倒小得像个
蜗牛壳。一张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木桌，一
个老木箱，再挤个衣柜。有次，半夜听到桌
子下窸窸窣窣，掀开一看，竟是一条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容易”
阳光下， 一排高高的榆树绿汪汪地

亮眼。那是26年前，李富强和老校长种下
的，村里一位老人还送来一株桂花树。老
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容易咧。”

“我文化不高，普通话不行，记性也
差，只能逼自己发狠。”31年来，李富强每
天必做“功课”：5点多钟起床开校门，接着
背诵课文，看湖南日报。晚上备课、改作
业、读书。现在，一至六册的语文课本他全
背得，还拿下了大专文凭，正在练书法。

他用热乎乎的爱为孩子们筑牢校园
这个家。

五年级的袁霞玉成绩不好， 又被蛇
咬伤。他把她接过来，与女儿同吃同住一
个月，还给她换药、补课。袁霞玉后来去

深圳当了老师。
吴胜、吴真姐弟，爷爷早逝，父亲患

癌症，母亲出走。2014年，父亲去世，家
里10公斤米都拿不出，丧事没人敢碰。李
富强主动协调村组， 送逝者上了山。如
今， 姐弟俩和奶奶的柴米油盐都是李富
强操心。

“富伢子，你成了湖竹洞的崽！”
乡亲们都喊李富强叫“富老师”。“富

老师”成了乡亲们最信任的人。
31年来，李富强为孩子们垫付各种费

用3万多元，捐款6000多元，筹集爱心物
资价值16万多元。乡亲们说，不送孩子读
书，对不起富老师。31年里，这里没有一个
贫困孩子辍学，走出了128名大学生。

他更是老师们的好兄长。 外地的特
岗老师节假日进出不方便， 他忍着膝盖
风湿疼痛，义务接送；校园里最重最杂的
活他老牛一样背起， 大年夜也没在家里
安心住过一个晚上。 年迈的老父亲讲：

“富伢子，你成了湖竹洞的崽！”
再过几天， 又一批孩子就要离校了，

小姑娘李倪灵依依不舍，写了一篇作文记
述下大雨时富老师送她回家的情景。李倪
灵写道：“富老师就像我的父亲。望望这美
丽的校园，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

31年，筑牢一个“家”
———记平江县板江乡流江小学教师李富强

常德丝弦演出季火热开启

� � � � 7月3日， 涟源市各中小学校开始了为期近2个月的暑假。
为避免留守孩子假期沉迷于电视、手机、网络游戏等，各学校
定期开放图书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图为涟源市桥头河
镇大范联校，孩子们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书籍。

张扬 肖秀姣 摄影报道湖南200余万册古旧文献半数需修复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揭牌

6月22日，平江县流江小学，校长李
富强教学生认植物。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