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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
讯员 华一翰）11月19日上午，2016常德柳叶
湖国际马拉松赛（简称“德马”）在白马湖文化
公园鸣枪开跑。

本次比赛是由中国田径协会、省体育局、
常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世界蹦床锦标赛
常德籍冠军杨玉洁和里约残奥会常德籍冠军
黄兴、杨超来到现场为参赛选手助威。

本次赛事设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
拉松(21.0975公里)及迷你马拉松(约5公里)3
个比赛项目，共有10000余人参加了比赛。据
统计，常德市选手占到参赛人数的43%，赛事
还邀请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名外籍选手
参赛。

上午8时，参赛选手从常德白马湖文化公
园起跑。经过5公里直线奔跑，选手们踏上风
景优美的柳叶湖环湖跑道。这一宽8米的沥青
跑道折返少、赛道直、起伏小，利于选手发挥

最佳水平。最终，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鲁托以2
小时18分51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全程马拉松
冠军，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多利亚以2小时
40分35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全程马拉松冠
军。 首届常德马拉松赛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
频道进行了直播。

本次比赛线路围绕柳叶湖进行，向世界展
示柳叶湖的秀美风光。 柳叶湖水域面积约为
21.8平方公里，古有“堤柳渔歌、松风水带、皆极
共胜”之描述，今有“湖南一宝、常德一绝”之赞
叹。组委会表示，力求通过比赛让参赛者感受常
德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城市与湖交融的“亲
水”文化，塑造“亲亲常德，浪漫之城”。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肖中云）今日上
午，湖南工学院举行“2017届毕业生校园大型供需见面会”，240多
家用人单位在该校招聘，1000余名学生当场签下就业协议。

为让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湖南工学院实施了一
系列“温暖就业”工程。该校加强与优质用人单位的对接，形成了
以大型供需见面会为主、区域性专场为辅、日常招聘不间断的校
园招聘工作模式。今年9月底启动校园专场招聘会以来，共有70
多家央企、知名品牌用人单位来学校选聘毕业生，日均达3场，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51%。学校还建立困难毕业生数据库，为他
们打造个性化就业方案，进行就业援助。近3年，共为649名困难毕
业生提供每人800元的求职补助。

同时，该校提前布局，对尚未就业的毕业生摸底分类，有针对
性地进行就业心理指导、就业能力辅导和就业信息服务。在毕业生
离校后，继续开展跟踪服务，通过QQ、微信、电话回访等方式为未
就业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真正做到“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

近2年来，该校初次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在省内同类院校
位居前列。该校2016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该届毕业生试
用期的月均收入为3720元； 毕业生初次就业所从事的工作与所
学专业的对口度超过84%，工作满意度为98%。

中车株电斩获中国专利金奖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恒 曹书

为）今天，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传来喜讯，其申报的“一种电机
端盖和一种电机” 发明专利经过4轮审查答辩，一举斩获中国
专利金奖。这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

据介绍，该发明专利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与迷宫筛分式结构，
采用导流、均压等技术，实现了洁净润滑与动态密封效果，显著提
升了牵引电机轴承、绝缘防护能力，成功解决了国内外高速重载机
车牵引电机轴承固死的行业技术难题，填补了行业空白。目前，装
配该专利技术的大功率机车牵引电机已投入运营近两万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加油、加油！使劲啊！”19日上午
的郴州五岭广场，一场激烈的拔河比
赛开启了全民健身挑战日的序幕。台
上选手铆足劲，台下观众“喊破嗓”，
热闹非凡。

本次全民健身挑战日走进郴州，
多了一份难得的意味———由苏仙区
与北湖区共同上演“同城德比健身大
赛”， 惹得许多民众跃跃欲试： 广场
舞、踢毽子、跆拳道、散打……所有选
手使出浑身解数，点燃冬季的激情。

“要超过上次的成绩，重心稳一
点！ ”“拍球王”比赛现场，9岁的陈潇
毅在父亲陈质斌的指导下专心拍球。
双膝弯曲放低重心，双手拍球，只见
篮球与地面发生高频率的撞击，围观

群众纷纷被这个一身专业篮球装备
且身手不凡的小男孩吸引。“676个！
稳拿冠军了！ ”三分钟比赛结束，小家
伙的傲人成绩让观众忍不住鼓掌叫
好。 或许是为儿子的进步而高兴，陈
质斌走上前给儿子一个兄弟般的击
掌。“爸爸是篮球高手，还代表郴州参
加过上届省运会呢。每天他都会陪我
练球， 教我打球， 我以后要超越爸
爸！ ”赛后，陈潇毅一脸自豪地说道。
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篮
球小子，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非常热
爱运动，而家人对于他的爱好也给予
最大支持，“你看我脚上的球鞋都是
爸爸给我新买的呢！ ”

年轻人生龙活虎，而年长一辈也
不“服老”，挑战起了年轻人的项目。
“60、61！ 阿姨你太厉害了！ ”一旁的

“投篮王”赛场，年近五旬的刘丽珍三
分钟内投篮61个，她的“身手不凡”收
获许多个“点赞”。“今天第一次玩投
篮，没想到运气还不错，平时天天锻
炼还真的挺有效，运动项目之间都是
互通的。 ”刘丽珍告诉记者，她最大的
爱好是打羽毛球， 锻炼成了每天的
“常规动作”，“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
看来我的大球、小球都在行呢！ ”她一
脸“炫耀”地说。

2016年全民健身挑战日在郴州
“德比大战”，让郴州人好好“嗨”了一
上午。苏仙区与北湖区共有41333人参
赛。其中，北湖区以23342人、占本区人
口总数5.6%的成绩夺得“参与率”优胜
杯；苏仙区以27145人通过扫描官方微
信公众号、 占本区人口总数6.7%的成
绩夺得“关注率”优胜杯。

2016湖南体育好新闻评选揭晓

湖南日报
两件作品获一等奖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蔡矜宜） 湖
南体育记者年会暨2016年度湖南体育好新闻
颁奖仪式18日在省体育局举行， 湖南日报参评
作品获得两个一等奖、 3个二等奖。

2016年是奥运年， 共有15名湖南运动员
入选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名单， 13人正式
上场比赛， 在举重、 体操、 田径、 花样游泳
等项目上收获2金3银3铜， 奖牌排名全国第6
位。 省内诸多新闻单位发挥各自优势， 做出
了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

本次湖南体育好新闻评选由省体育局、
省体育记者协会主办，共收到消息、通讯、言
论、电视、图片等各类新闻作品60件。 本报参
评的消息《龙清泉为我省夺得里约奥运会首
金》和通讯《奥运湘军跨越梦想》获得一等奖，
《湖南进入“体育+”时代》、《“运动海洋”绽放
“动感光波”》、《将梦想化作风范，将拼搏贯穿
生命———热烈祝贺奥运湘军载誉归来》 等作
品获得二等奖。

沿途饱览柳叶湖美景

全民健身挑战日走进郴州

同城德比“嗨”不停

� � � � 11月19日8时，2016常德柳叶湖国际
马拉松赛在常德市白马湖文化公园北门
鸣枪开跑。 鲁米 摄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17 8 8 6
排列 5 16317 8 8 6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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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136 05 06 07 19 23 04+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下期奖池：3791740200.73（元）

10000000 20000000

00

湖南工学院：
“温暖就业”助学生圆梦首届“德马” 万人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