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胡泓昱 ）今天，结束了102场北
美巡演的湖南杂技健儿载誉回到长沙。

据了解， 今年9月1日至12月13日，
“纯粹中国·湖南杂技剧《梦之旅》北美百
场巡演”先后在美国、加拿大的70余个
城市进行演出，行程近5万里，累积观众
数量达20万人次，创近年来中国杂技整
团编制国际巡演的最高纪录。 本次巡演
不但走入了北美的主流剧场、 还进入了

全美排名靠前的主流大学演出，使美国、
加拿大主流社会对中国杂技艺术有了更
深的认识和了解， 是湖南演艺界乃至中
国演艺界的一大突破。

此次巡演活动由文化部批准、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与美国哥伦比亚艺
术家公司共同组织运营、湖南省杂技艺
术剧院演出。由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历
时一年多编排而成的原创大型杂技剧
《梦之旅》，是国家文化艺术基金的重点

扶持项目。 该剧以中国传统杂技为载
体，汲取中华文化传承之精华，讲述一
名少年与凤凰仙子相爱，凤凰仙子落入
邪魔的魔掌，少年战胜邪魔，最终与心
上人重逢的故事。

据悉，此次北美巡演获得好评，是湖
南杂技艺术剧院演出史上的一大里程
碑。明年，“纯粹中国”项目还将推出一系
列凝聚中国文化自信、 讲述中国故事的
高品质演出进行世界巡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蔡矜宜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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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43 8 0 7
排列 5 16343 8 0 7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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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周晓青

浏阳市中医医院医生苏建斌有3双
鞋垫，他视如珍宝。“这3双鞋垫，都是葛
家镇新源村的钟运兵送的。”12月15日，
苏建斌笑着对记者说。

3双鞋垫，藏着20余年医患深情。

第一双鞋垫：
感谢苏医生救治了丈夫

钟运兵是新源村一个普通妇女。说
起苏建斌，她激动不已。她说，20余年来，
苏建斌对她家有过数次救命之恩， 而她
对苏医生的回报只有3双鞋垫。

1995年， 钟运兵的丈夫黄爱文突发
脑溢血，深度昏迷。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不
久的苏建斌接诊黄爱文， 试过多种治疗

方法而收效甚微。 苏建斌决定尝试用针
灸治疗，经几个疗程，黄爱文的病情出现
明显好转。

丈夫的病好转后， 钟运兵将苏建斌
的恩情铭记在心。 一次带丈夫来医院复
诊时， 她将自己连夜赶制的一双鞋垫送
给了苏建斌。钟运兵说，苏医生救了老公
的命，她没什么贵重东西酬谢，就纳了一
双鞋垫，以表心意。

“看到一针一线密密缝制的鞋垫，我
感动不已。”苏建斌说，这是患者家属对
他最大的肯定。

第二双鞋垫：
感谢苏医生搭救了家人

苏建斌穿着钟运兵送的鞋垫， 走过
一年又一年。他对钟运兵家的帮助，也没

有中断过。
钟运兵还清晰记得，2008年，她的孙

子生下来时就患有脑瘫， 她再次求助苏
建斌。在苏建斌帮助下，钟运兵的孙子得
到了较好的治疗。

孙子的病情刚有起色 ，2011年 1
月， 钟运兵的儿子黄成又不幸遭遇车
祸，生命垂危。钟运兵哭着拨打苏建斌
的电话，向他求助。苏建斌赶到医院颅
脑外科， 二话没说担保了黄成的手术
费。

由于夜以继日照顾儿子，2012年，钟
运兵的甲亢及胃病复发了，并且高血压、
冠心病的病情开始加重。 苏建斌制定了
详细的治疗方案， 使她的病情慢慢稳定
下来。

为了感谢苏建斌的搭救之恩 ，钟
运兵康复不久， 给苏建斌送去了第二

双鞋垫。

第三双鞋垫：
感谢苏医生上门送医药

黄成车祸后成了植物人。 因为家里
贫困，治疗两个月后，钟运兵只好将儿子
带回家护理。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苏建
斌就会将药品送到钟运兵家， 顺便察看
病情。钟运兵说，自己每次找苏医生，苏
医生都会帮忙，药费能省的就帮她省，她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苏医生。

12月12日下午， 刚看完门诊的苏建
斌开车赶到钟运兵家，给黄成送药换药。
准备离开时， 钟运兵从抽屉里拿出一双
新纳的鞋垫，递到苏建斌手上，再次感谢
苏医生的无私帮助。拿着新的鞋垫，苏建
斌的眼角湿润了……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张脱冬）近日，来自长沙、岳阳等
地的200余名环保志愿者，齐聚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桑湖站，举行“跟着
大雁去迁徙” 洞庭湖1号碑重建揭碑仪
式， 并在采桑湖宣教中心举办了精彩纷
呈的“全球候鸟迁徙跟踪活动分享会”，
志愿者零距离感受洞庭湖湿地的壮美风
光以及天鹅、大雁的迁徙路线之美。

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马昌忠
称，“跟着大雁去迁徙” 活动既传播了湖
湘文化和生态文化，又融入科技创新，具
有国际视野。分享会上，湖南最美志愿者
周自然讲述了全国志愿者全程跟踪守护
候鸟迁徙的精彩故事； 世界自然基金会
长沙办事处主任蒋勇介绍了洞庭湖小白
额雁迁徙研究的进展； 湖南环球信士科
技有限公司周立波博士介绍了鸟类卫星
跟踪技术的进展； 湖南日报岳阳分社社
长、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深
情地讲述了“洞庭湖的美丽与忧伤”，引
来志愿者的频频掌声。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沈旭日 钟文兴)“以前，由于校舍
陈旧、师资匮乏，全村有小学一年级适龄
儿童24人，而来村里学校上学的只有2人。
多亏实施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学校得到修
缮，师资力量加强，教学条件也大大改善，
今年9月， 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达到了17

人。”近日，湘潭县排头乡鳌洲小学校长刘
术仁说起学校的变化，内心激动。

今年来，湘潭市以改善城乡学校办学
条件、均衡教育资源配置、保障教育公平为
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全程督
查督导、“网络+”跟踪、及时讲评通报、加强
后续管理等举措，狠抓教育方面的重点民

生实事工作。共投入3765.67万元，建设30
所非完小及教学点；投入1481万元，建设7
所公办幼儿园。随着办学条件改善，今年适
龄儿童在当地入学的比例比去年普遍提
高，学额相对稳定，回流现象增多。

据悉，湘潭市规划，在2020年前建
成合格学校578所。 目前已建512所。学
前教育方面，投入1.6亿元，通过新建、改
建，新增公办幼儿园62所。在项目日常管
理、建设进度及完成率等指标上，湘潭市
教育实事项目位居全省前列。

三双鞋垫谢医生

200名志愿者
共享专家环保“小灶”

办学条件提质 适龄儿童回流

湘潭教育实事项目走在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15日晚，2016年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在北京举行，
我省举重运动员、奥运会冠军龙清泉获得最佳突破奖。

龙清泉从“新人”到“突破”
从8年前的“最佳新人奖”到如今的“最佳突破奖”，两届奥

运会冠军、26岁的龙清泉很意外也很感慨：“人生有很多变化，
很高兴拿到这个突破奖。”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取得突破太难
了，手捧奖杯的小龙感谢前辈：“我想这是所有举重人的传承！”

在里约，那惊天一举让人难忘———2016年里约奥运会
男子举重56公斤级比赛，龙清泉以307公斤的总成绩，时隔
8年再次获得奥运冠军， 同时打破了土耳其选手穆特鲁保
持16年之久的305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赛场上终迎突破，赛场外小龙的生活也有了许多变化。
“里约奥运会后我亲眼看到二宝出生，我一直陪着他。大宝
已将近两岁了，还没有我和二宝在一起的时间多。”享受家
庭生活的同时， 龙清泉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孩子而战。

“其实来领奖之前，我已经恢复训练。接下来我们会去海南
集训，很希望在明年的全运会取得好成绩。”对于未来，龙清
泉目标明确，期待十足：“我要试试东京！”

吴敏霞含泪宣布退役
2016年的世界体坛属于奥运会，2016年的中国体坛则

属于中国女排。被称作“中国体坛殿堂级大奖”的劳伦斯冠军
奖，中国女排毫无悬念地将最佳团队奖收入囊中，郎平则收
获最佳教练员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郎平多次调侃“竞争对
手”刘国梁，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实在抱歉刘指导，我们女
排都是低开高走，我一看刘指导，每天都是笑容满面，特别羡
慕你。中国乒乓球队是永远不倒的旗帜，永远向你们学习。”

15日，31岁的跳水皇后吴敏霞含泪宣布退役， 几个小时
后她收获了一份“最好的礼物”———最佳女运动员奖。“以后不
能穿上绣着五星红旗的泳衣参加比赛了，真的很抱歉，我很期
待自己的未来。” 吴敏霞是中国第一位获得5枚奥运金牌的女
运动员，是历史上唯一连续四届蝉联奥运金牌的跳水选手。

乒乓球队当晚也收获颇丰，马龙荣膺最佳男运动员，张
继科收获最受欢迎男运动员，总教头刘国梁则获得杰出贡
献奖。当日过农历生日的傅园慧也收到“礼物”———最受欢
迎女运动员奖。

荣膺2016年中国十佳劳伦斯最佳突破奖

龙清泉：这是举重人的传承

湖南杂技剧《梦之旅》北美百场巡演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