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国足在2017年
是忙碌的。1月初，
要参加首届中国
杯，接下来还有5场
世预赛12强赛。其
中，3月23日国足在
长沙与韩国队的对
阵，是球迷关注的焦
点。

图为国足主帅
里皮。 新华社发

� � � �随着新媒体、 新技术发展， 观看体育赛事更加便捷， 智能手机加上各种直播平台，
体育迷走到哪里就能看到哪里。 2017年， 这些精彩的体育大直播不容错过———

2017，
体育大直播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直播时间： 3月23日
尽管中国足协还没有正式公布， 但

各方消息已基本确认， 国足最后两场世

预赛12强赛的主场已基本敲定， 其中3
月23日中国与韩国队的主场比赛将在长
沙贺龙体育场举行。

目前国足晋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但名帅里皮入主
后， 国足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目前
剩下的几场比赛中， 尤其是国足和宿敌
韩国队的主场比赛， 毫无疑问是焦点中
的焦点。

韩国队是国足的“克星”， 30多年
来国足一胜难求患上“恐韩症”。 如今
里皮挂帅， 又一次点燃广大球迷的激
情。 长沙一直是国足的“福地”， 从
2005年起国足在贺龙体育场共踢了8场
比赛， 取得4胜4平的不败战绩。 3月23
日国足移师“福地” 长沙， 能否一举击
败韩国队， 治愈“恐韩症”， 是中国球
迷新年的最大期待。

直播时间： 3月至10月
对于成立了10年的湖南湘涛而言，

2016赛季极其尴尬， 提前5轮从中甲降
入中乙。 降级后， 湖南湘涛的走向一度
扑朔迷离， 有关球队欠薪的消息也时有
传出。

还好， 湘涛队已于去年12月20日重
新集结，展开冬训。球员的欠薪问题，也
已妥善解决， 湘涛队备战2017年中乙联
赛的大幕已经拉开。 虽然湘涛队倒退了
一大步， 但作为湖南职业足球的唯一火
种，湘涛不能“熄灭”。因为一旦熄灭，下
一支足球湘军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涌现。

据了解， 2017年湘涛队的主场还在
益阳奥林匹克中心。

直播时间： 6月至8月
篮球是我省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遗憾的是在我国篮球竞技的最高舞台
中， 一直没有湖南球队的身影。 不过不
要着急， 湖南勇胜男篮或许将填补空
白。

湖南勇胜去年3月刚成立， 是我省
首支本土职业男篮队伍， 首次征战NBL
联赛表现不俗， 以9胜17负的成绩名列
NBL积分榜第10位。 新赛季， 湖南勇胜
将投入2000多万元， 目标锁定联赛前6
名。 湖南勇胜期待能用3到5年的时间，
冲进CBA联赛。

新赛季NBL联赛将于6月初展开，
常规赛将进行26轮赛事。 湖南勇胜的主
场仍在宁乡文体中心。

� � � � 作为体育湘军的领军人物， 龙清泉在
2017年志在冲击个人第三枚全运会金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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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一个人找他看完病， 一家人都成了他的
“粉丝”；他的从医理念是，在确保疗效的同时
不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他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黄远桃。从医16年，他成了患者眼中的“健康卫
士”。近日，记者采访黄远桃医生，听他讲述那
些治病救人的故事。

简化流程为抢救赢得“生死时速”

黄远桃一直在神经内科临床一线为患者
服务，接诊急性脑梗死患者较多。此病在老年
人群体中多发，如果抢救不及时，致死和致残
率相当高。救治力求争分夺秒，他经常不怕麻
烦协调相关科室简化流程为抢救赢得时间。

2016年3月的一个深夜，60岁的李先生被家
人紧急送到医院时，已言语含糊不清，右侧肢体
偏瘫不能行走。 黄远桃凭经验初步判断患者属
于急性脑梗死。这种病救治的关键，是要争取在
3.5小时“时间窗”内尽快溶栓。黄远桃当机立断，
协调医院相关科室启动绿色通道， 通过准确判

断和简化流程，将施治的前期准备工作缩短至1
个小时。由于抢救及时，患者2小时后就恢复了
正常说话和肢体活动，没有留下后遗症。

管住病人的“钱袋子”

黄医生看病，常常为患者的“钱袋子”考虑。
汉寿县的刘女士患帕金森病多年，以前每个

月的治疗费超过4000元。2015年，她找黄远桃看
过一次后，每个月的费用下降到200元左右。

“尽管花费少，治疗效果还是一样的好，而
且服用的药在我们小县城也能够买到。” 刘女
士说,“现在我们全家看病都先咨询黄医生。我
还把他介绍给我身边的帕金森病患者，大家都
长期找他开药治疗。”

广东顺德市的易先生也是黄远桃的“粉
丝”。“当时黄医生给我开了300多元的药物，告
诉我可以吃两个月， 我说我可以买多一点，多
花点钱没关系。”易先生回忆。黄医生严肃地回
答他：“看病买药又不是买奢侈品摆给别人看，
能治好病就行了。”吃完这些药，易先生的顽固
性头痛就得到了缓解。

对于慢性病的治疗， 黄远桃有一个理念，

不仅要考虑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要
考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买药的方便性。“既
治好了病，又没有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这样
的治疗才是成功的。”黄远桃说。

收到锦旗悄悄卷起来放进柜子

16年的从医生涯， 黄远桃对患者的用心，
赢得了患者的信任。2015年，在湖南省首届“三
湘好医师”的评选中，通过患者网络投票，黄远
桃获得“健康卫士奖”。

黄远桃经常收到患者送来的锦旗。不愿张扬
的他悄悄卷起来放进柜子里。还有的患者和家属
为了表达谢意，直接送红包，他都是坚决拒绝，实
在没有办法退还，就交到患者的住院费里。

2005年和2011年，他先后在永顺县石堤镇
卫生院、安仁县人民医院进行过锻炼，引发了他
对基层弱势群体医疗问题的关注。从2013年开
始，黄远桃的任务清单中又多了一项：定期走访
慰问社区,开展义诊。他主动报名参加了省红十
字五老松养老志愿服务队，定期深入福利院、社
区参加预防中风、 高血压防治等健康教育志愿
服务活动，如今已深入社区开展讲座10余次。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通讯
员 刘伟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省科
技厅获悉， 来自省内23所高校的52名大
学生幸运地拿到了特殊门票， 将于2017
年1月下旬和2月上旬分批赴美国和新加
坡进行创新创业培训，其在境外的培训费
将由省科技厅给予资助。这是我省大学生
科技创新创业菁英培育计划的首批入选
学员。

为培养大学生参与国际科技交流的
意识，启迪创新思维、强化创业能力，着力
培育壮大我省“双创”后备力量和生力军，
省科技厅启动实施了大学生科技创新创

业菁英培育计划。该计划结合我省科教资
源丰富优势，从高校和有关培养单位选拔
一批有创新创业激情并且已经开始实质
性创新创业的优秀苗子，去美国、新加坡
等发达国家接受创新创业培训，为日后的
职业规划和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创业增
添新的动力。

据悉，该计划自今年发布以来，共吸
引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
踊跃报名。经个人自主申报、单位审核择
优推荐、省科技厅审定，首批共有52人入
选。除组织赴外培训外，省科技厅还将提
供创业辅导、资本对接、宣传推介的平台。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陈薇）今晚8时，红星曲艺传承社的演员们
在长沙德思勤城市广场亚洲电视中心上
演了一场跨年相声喜乐派，300余位观众
以听传统相声的方式度过了跨年之夜。这
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跨年演出，在长沙
是第一次。

《说学逗唱迎新年》《美食控》《槟榔宝
系列》《歪批西游》《三节拜花巷》《训徒》，
这场相声跨年晚会有群口快板、 传统相

声、现代相声、双簧、群口相声等多个艺术
形式，整台晚会爆笑不断，高潮迭起。

红星曲艺传承社负责人、著名相声演
员芦克宁介绍， 红星曲艺传承社是2016
年3月在长沙成立的一支相声队伍， 一直
在长沙坚持表演“茶馆相声”，向长沙观众
传播传统相声文化。目前，已经在长沙拥
有相当多的粉丝。

据悉， 红星曲艺传承社还将在2017
年1月1日晚上演出跨年演出的第二场。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余醴）“我正在对这个发动机进行拆装
和检测。”一名选手一边竞赛，一边向记者介绍。
2016年12月30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比赛，上场比拼的主角不是学生，
而是教师，而学生则成了评委。这已是该校连续
第三年举办百名教师汽车专业技能竞赛。

据了解，此次大赛共设置了2个教师实践教学
能力赛项，包括电动机拆装、检测及接线和发动机
拆装与检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特聘专家、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名誉校长朱军介绍说：“汽车技能
型人才相当于‘汽车医生’，必须要经过临床，才能
掌握技术。 赛项的设置是引导教师关注行业的新
技术，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也希望让教师通过切
磋交流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记者注意到，因为是学生做评委，教师们做
得都很认真。“整个竞赛过程都有压力， 就像一
次教学实践， 通过自己的实际操练， 让学生观
摩，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参赛教师程美说。

近几年，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由地方性
综合高职院校向主要服务汽车产业的专门院校
转型， 汽车相关专业教师数也由28人增加到
142人，“双师型” 教师比例由51.2%提高到
83.4%， 为学院转型发展和特色发展提供了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2016年12月31日中午，长沙市坡子街火宫殿，游客在逛元旦迎新庙会。当天，长沙火宫殿举
办2017元旦迎新庙会，杂技、魔术表演及民间艺人的棕编、糖画、面人等“非遗”手工技艺展示，将
快乐、平安、吉祥带给了广大游客。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徐行 摄影报道

“健康卫士”
———记省第二人民医院医生黄远桃

老师比技能 学生来打分

逛庙会 迎新年

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菁英培育

首批入选学员将赴国外培训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通讯
员 蒋晶丽 记者 左丹）2016年12月27日
至29日，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118
位优秀青年学者齐聚岳麓山下， 参加
2016年湖南大学国际青年学者岳麓论
坛，围绕国际前沿科技发展与热点问题开
展深入交流与探讨。

本次论坛设置数学物理化学， 工程、
能源、材料与环境科学，信息、高性能计算
与生命科学，经济管理与人文社会科学等

4个分论坛。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
不同学术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带来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如美国梅奥临床医学院丁
永和博士介绍了其在应用斑马鱼模型并
结合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筛选和鉴定
心脏病发病相关基因的最新研究进展；美
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美国能源部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博士后张荣鹏分享
了关于“商用建筑节能举措的在线模拟与
评估平台”的研究成果等。

118位青年学者岳麓论道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张洪涛 宁奎) 今天，“百
龙聚首，峰林穿越”全国“牧马人”越野车
峰林穿行活动在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
举行，来自北京、广东、四川、安徽等13个
省市的117台车参加。

此次活动是“冬游张家界、嗨动全世

界”冬季旅游营销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目
前为止张家界武陵源举行的最大规模的
一次车辆峰林穿越活动。“秀美的山水，热
情的人们，给我很独特的感受。”参加活动
的车主朋禹来自辽宁， 单人驾车超过
2000公里，用了3天时间从大连赶到张家
界，感叹不虚此行。

“牧马人”越野车武陵源峰林穿行

听相声跨年，长沙城里头一回

国足鏖战大练兵中国杯
直播时间：1月10日至15日

� � � � 1月10日至15日，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在南宁举行，包
括国足在内的4支球队参赛。首届中国杯的3支客队实力不可小
觑：现世界排名第4的智利队是近两届美洲杯的冠军；传统劲旅
克罗地亚队，世界排名高居第14位；刚在2016年法国欧洲杯创
造奇迹的冰岛队，世界排名第21位。

万达老板王健林在提到邀请的队伍时，表示“担心国足
输得太难看，打击自信，所以没有邀请顶级队伍”，但即便面
对智利、克罗地亚和冰岛队，国足依然占不了任何便宜。

1 国内篇

� � � �第十三届全运会将于9月在天津举行，共设31个大项、42
个分项、341个小项，将有来自全国1万多名运动员参赛。

因为是奥运新周期的开始，每一届全运会都是老将与新
人争锋的大舞台。届时，孙杨、林丹等“老司机”肯定少不了关
注，但哪些新人崭露头角，才是最大的期待。这些涌现出来的
新鲜血液，也将成为征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重要力量。

本届天津全运会， 我省代表团将参加16个大项的争夺，
力争夺取15至18枚金牌。

江山代有才人出全运会
直播时间：9月

2 国际篇

黑马搅局盼惊喜联合会杯
直播时间：6月17日至7月2日

� � � �联合会杯在每一届世界杯前一年举行， 是世界劲旅在
世界杯前磨练阵容的最好舞台， 被誉为“小世界杯”。

本次联合会杯分为A、 B两组， A组有俄罗斯、 新西兰、
葡萄牙以及墨西哥队， B组是非洲杯冠军、 智利、 澳大利亚
和德国队。 两个组别的前两名晋级下一轮。

本次赛事的“星光” 比往届黯淡许多， 只有德国一支
超级球队， 余下除了葡萄牙和智利队， 其他都“半斤八
两”。 不过， 8支球队实力更趋均衡， 也让诞生黑马的几率
增大不少。 看看扩军后的法国欧洲杯， 不被看好的葡萄牙
队就一不小心笑到了最后。

� � � 直播时间：8月
田径运动近几年饱受禁药困扰，2016年里约奥运会，俄罗

斯田径队几乎全军覆没。今年8月将在伦敦举行的田径世锦赛，
依然会秉持严厉的禁药制度，打造“史上最干净的赛事”。

除了禁药问题，伦敦世锦赛最大看点还是博尔特，极有
可能是这位史上最伟大田径选手最后一次亮相世锦赛100米
赛道。据了解，本次世锦赛男子100米项目的决赛门票将高
达155英镑。

一代传奇博尔特田径世锦赛

长沙“抗韩”成焦点世预赛

足球火种盼涅槃湖南湘涛

灌篮高手受期待湖南勇胜

3 省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