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王亮）
2017全国体操冠军赛今天在长沙闭
幕，东道主湖南队收获3金3银3铜。

本次比赛共有北京、上海、湖南以
及八一队等22支队伍、100多名选手参
加，不过包括奥运冠军张成龙在内的多
名体操名将没有参赛。我省派出了16名
选手的队伍，其中男子9名，女子7名。经
过5天的角逐， 我省在12个单项比赛中
收获9枚奖牌。3日的女子全能决赛中，
王涔郁以52.550分折桂。4日，老将屈瑞
阳在跳马比赛中稳健发挥，以14.600分
夺冠。 屈瑞阳曾问鼎5届全国锦标赛
和1届全运会跳马冠军，这是他首夺全
国冠军赛金牌。今天，张博恒以14.300
分夺得男子自由操金牌。

在全运会上拿到单杠银牌的谭迪，
本次冠军赛未能改变奖牌的颜色，收获
双杠、单杠两枚银牌。罗友涓摘得女子
自由操银牌。此外，陈小青、李宜和谢玉
芬分别夺得女子全能、男子鞍马以及女
子高低杠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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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周倜）今晚
6时左右，随着最后一名毅行者抵达终点株
洲市体育中心，2017湖南(秋季)百公里毅行
活动顺利结束。在为期两天、跨越三城、长
达86公里的长距离徒步征程中，9285名毅
行者完成了挑战，获得毅行证书。

自4日从长沙洋湖湿地公园出发，
经过在湘潭的一夜休整，最终于今日到

达株洲市体育中心，绝大多数毅行者用
毅力与勇气征服了这段挑战自我的徒
步之旅。最终，共有9285名选手完成挑
战，拿到组委会颁发的毅行证书。

今天上午9时35分率先到达终点的
刘帅来自长沙，为了尽快到达终点，今天
凌晨三点半他就起床，“踩着点” 守在签
到点等待“开门”顺利签到后，他一路向

前， 甚至路过物资补给点都没有停下脚
步短暂休息。“并不是一定要拿第一名，
只是想看看自身极限到底在哪儿， 这种
挑战自我的感觉挺令人振奋的。”拿到毅
行证书后，他一脸激动。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 共青团湖南省
委、湖南日报社指导，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湖南华声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承办。

趣味运动会妙趣横生
“哔”，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5V5比赛

场上孩子们开始奋力拼抢，一名小队员趁
着对方不注意，在球门前突施冷箭，率先
打破僵局。 在旁观战的家长们没闲着，拿
着手机和DV给孩子们拍照、摄像。

攻入一球后，6岁的彭浩泽兴奋不已，
顽皮地向对方守门员做鬼脸，引得场边的
观众哄堂大笑。彭浩泽来自湘乡爱贝幼儿
园，才参加足球训练一个多月。教练龚凯
介绍，爱贝幼儿园今年成为湘乡湘铝学校
校园足球的梯队伙伴，目前已吸收20多名
学龄前儿童参加足球训练。“作为本次运
动会唯一一支来自长沙地区以外的代表
队，我们的10名小队员就是来体验省级大
赛， 享受幼儿足球嘉年华的趣味和快乐，

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龚凯说。
本次趣味运动会，确实是一次幼儿

足球嘉年华。除了5V5幼儿足球赛外，颠
球比赛、8米绕杆运球射门、 射门比赛、
掷界外球比赛、拉拉操比赛、趣味接力障
碍赛等，让运动会丰富多彩，趣味横生。

趣味接力障碍赛是最受孩子欢迎的
项目，每支队伍6名孩子手抱足球，分别按
照爬、跳、绕、跑、传的顺序进行接力。他们
连续爬过小软垫，跳过小跳栏，绕过障碍
杆，跑回传球点，将足球传给下一位队员。
场边孩子们的加油声、欢呼声，响彻赛场。

3岁的刘师楷是省军区幼儿园最小的队
员，在比赛中一点儿也不胆怯，跟着哥哥姐
姐们在场上奔跑、踢球，小脸红扑扑的，晶莹
的汗水挂在鼻尖，透出健康与活力。“孩子以
前有点娇气，自从参与幼儿足球后，变得更

加懂事、坚强和阳光了。”刘师楷的妈妈说。

足球运动从娃娃抓起
“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幼儿足球趣味

运动会。”赛事组委会副主席、望城区教
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晟介绍，本次运
动会，是省足球协会、省学生体育协会、
省体育科学学会幼儿体育分会的专家、
裁判长和幼教一线老师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身心特征，共同制定的比赛项目
和规则，既有个人技能技巧项目，也有趣
味横生的集体接力和竞赛项目，深受孩
子们的喜欢。

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国际教育
专家认为，人类70%的发展关键期在7岁
之前。关键期中体能发展对一个人一生
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足球是最好

的培养体能的运动。“足球运动不仅能提
高孩子的身体素质，改善身体机能，还能
培养孩子坚韧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
神，锻炼孩子的团结协作能力。”长沙师
范学院体育系主任陈捷表示， 开展幼儿
足球要避免锦标主义，倡导“趣味足球、
快乐成长”理念，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身心发展需要、接受程度，采用科学、系
统的教育方法， 把基本功技巧练习融入
到游戏里，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对足球的
兴趣，让孩子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快乐，促
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随着校园足球在我省的蓬勃发展，
很多市州开始重视幼儿足球的开展，培
养幼儿对足球的兴趣和爱好。 长沙市已
将幼儿足球列入今年的市九运会比赛项
目，望城区、岳麓区是长沙市幼儿足球开
展最好的区县。 望城区副区长苏敏芳介
绍， 望城区将足球运动融入到幼儿教育
中，全面激发幼儿热爱足球运动的热情，
推动幼儿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智能素质
健康发展， 进一步提升了校园足球普及
度。“幼儿足球教育， 成为望城文化体育
事业发展中一张靓丽名片。”苏敏芳说。

� � �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
团在京举行首场报告会后，5日起赴全国各
地宣讲。宣讲团的报告全面，准确，翔实，点
面结合，深入浅出，现场听众感到很振奋，
也很解渴。大家纷纷表示，不忘初心，积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干事创
业，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努力奋斗。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5日下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二楼主会
场和三楼分会场内座无虚席， 工作人员
还不时在后排新添座位，供参会者使用。

在近3小时的报告会上， 中央宣讲团
成员、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理论
联系实际，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紧紧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主线，深入浅出地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作了全面
系统而又突出重点的解读。以翔实的数据
和大量的案例，全面回顾我国过去五年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讲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

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以
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内
容，并与大家互动交流，回答提问。

“宣讲有高度也有温度，让我心潮澎
湃。”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副团长杜玉
春说，听了宣讲，对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深
的理解， 对祖国的未来更充满了信心。
“中央宣讲团的报告也为我们今后进入
基层宣讲提供了指导。”

5日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绍史在
天津大礼堂作报告。

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徐绍史从七
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性、先进性、时代性
和重大历史贡献，并与参加报告会的高校
师生互动交流，回答问题。“报告鼓舞士气、
振奋人心，给大家集体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听了中央宣讲团的报告，天津市河西
区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孙义儒说。

5日下午， 徐绍史一行还来到社区和
企业， 与基层党员群众和企业职工交流
互动，宣讲十九大精神。

和平区卫华里小区居民吕文霞是位
基层文艺爱好者，她说，十九大报告以人
民为中心，越学越温暖，越学越贴心。“我
将发挥自己的特长， 以喜闻乐见的文艺
形式让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5日上午在江西举行， 中央宣讲团成员、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 副主任袁
曙宏作了报告。

袁曙宏的报告包含了党的十九大的鲜
明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深刻内涵、党和
国家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等
8个方面内容， 强调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切实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并与
现场的干部群众、青年学生互动交流。“之前
学校组织全校学生认真学习了十九大报告，
但通过这次学习，我对报告里鼓励青年投身
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江西中医药大学学生曹家敏表示。

4日，中央宣讲团在广州举行宣讲报
告会，并走进社区、企业，同基层群众和

一线职工互动交流。
在广州市荔湾区昌华街西关大屋社

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江
金权与社区居民们围坐一圈，气氛热烈。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刘
奕鹏提问，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
化，同时又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
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
判断，如何理解这“变”与“不变”的关系？

江金权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他说，主
要矛盾的转化，是由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
决定的，“落后的社会生产” 提法已经不符
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人民现在的需求
是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变”，则在于我国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广州荔湾区昌华街西关大屋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杨文锋说， 中央宣讲团深入基层，
讲解生动、易懂。听完宣讲后最大的感受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诚团结，勇于奉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宣讲有高度也有温度，让人心潮澎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各地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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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5日，
百公里毅行队员
穿行在秋色初染
的湘江河畔。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全国体操冠军赛长沙闭幕

湖南队收获
3金3银3铜

湖南幼儿足球嘉年华
湖南日报记者 苏原平

� � � �11月5日，湖南省雷锋杯第一届幼儿足球趣味运动会在湖南一师斑马湖小学落幕。来自全省16个
幼儿园代表队、180多名幼儿，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体验足球运动的魅力，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湖南勇胜金健米
业男篮与美国加州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人才培
养、 球员引进以及俱乐部管理、 商业开发等领域进行深入合
作。美国加州中心曾促成第一场NBA中国赛，这次战略合作
也让NBA中国赛未来登陆湖南成为可能。

美国加州中心是一个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支持， 加州
亚太商会组织，金加州公司投资和运营的商贸投资促进平台，中
国总部设在上海。美国加州中心创始人、总裁王易虹介绍：“加州
中心与湖南勇胜金健米业男篮的合作不仅是资金投入， 我们更
希望可以把美国最好的篮球资源引入到俱乐部以及湖南省青少
年篮球的建设中，我们对俱乐部进入CBA也十分乐观。”

美国加州现有4支NBA球队———湖人、快船、勇士和国王
队。2004年，加州中心曾促成第一场NBA中国赛，当时火箭和
国王队在上海掀起一股强劲的NBA风暴。王易虹表示：“湖南
的篮球氛围很好， 承办NBA中国赛的各项条件也日益成熟，
未来在湖南举办NBA中国赛完全有可能。”

省体育局副局长、 省篮球协会主席杨再辉在签约仪式上表
示，“双方的‘牵手’，对勇胜金健米业男篮的人才培养、球员引进
以及俱乐部管理都会有促进，对湖南篮球的发展也大有裨益。”湖
南勇胜金健米业男篮董事长李向群说：“与加州中心的合作，让球
队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可以去美国训练。勇胜金建米
业男篮将不遗余力地冲击CBA，争取早日进入CBA。”

签约仪式上，省篮球协会名誉主席、勇胜金健米业男篮总
顾问刘晓向王易虹赠送一个签有勇胜金健米业男篮所有队员
姓名的篮球。

湖南勇胜“牵手”美国加州中心

NBA中国赛或将登陆湖南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30 9 4 1 4 1 9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071554.9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02 9 0 2
排列 5 17302 9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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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西昌11月5日电 11月5日19时45分， 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射， 也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后实施的首次航天发射， 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
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卫星发射入轨后，将开展相关测试及入网验证，并适时
对外开展服务。”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
发展道路， 逐步形成“三步走” 发展战略： 2000年年底建
成北斗一号系统， 向中国提供服务； 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
二号系统， 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
球系统， 向全球提供服务。

目前， 前两步已实现， 中国成为继美、 俄之后世界上第
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根据计划， 2018年年底前后将发射18颗北斗三号卫星，
覆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到2020年左右， 完成30多颗
组网卫星发射， 实现全球服务能力。

“未来， 通过一箭双星或者多星的模式发射北斗三号卫
星将是常态。”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副总
设计师叶成敏说。

中国北斗步入
全球组网新时代

“一箭双星”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