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东部半决赛
骑士首战险胜猛龙

� � � � 5月2日， 在2017-2018赛季
NBA季后赛东部半决赛首轮比赛
中， 克利夫兰骑士队客场以113比
112战胜多伦多猛龙队，总比分1比
0暂时领先。图为骑士队球员詹姆斯
（右）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 � � � 5月2日，在2018中国足协杯第五轮比赛中，广州恒
大队主场迎战贵州恒丰队， 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2比2
平，经过点球大战，最终广州恒大队以3比6不敌贵州恒
丰队，无缘八强。图为贵州恒丰队球员梁学铭（中）在比
赛中铲球。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陈梦姣 ）荷花
手镯、自制麻辣小吃、用水彩上色的绢扇、VR建筑全屏互动
技术……4月28日， 在湖南商学院和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联合
主办的第八届大学生创意集市上，来自湖南商学院、湖南大学
等10多所大学学生的文创产品精彩亮相。

创意集市上的作品让企业家们赞叹不已。 来自某旅游公
司的负责人杜文建首次参加创意集市， 其中湖南商学院环境
艺术专业大二学生谈宇伟用水彩、 线描和布艺拼接创作的装
饰画让他印象深刻。 杜文建表示， 这些作品具有鲜活的想象
力，而这种多样化的创意正是他们公司所需要的。

大学生投入创意、创新、创业正在成为新风尚，而知识产
权就是创新和市场的纽带，是保障创新创业成功的重要制度。
当天， 湖南商学院与长沙市知识产权协会正式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推出版权保护一站式服务，将会对学生文创作品进
行登记，并全额补助。

“创意集市就是给学生作品提供一个市场检验的平台，在市
场的选择下学生能完善和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湖南商学院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中心主任姜曙光告诉记者，从
2016年第一届大学生创意集市开始至今，共有湖南师范大学、湖
南工业大学等10余所大学加盟入驻， 推出了包括文创作品、VR
作品、 手工作品在内的100多个系列产品，100多家企业参与，其
中部分学生团队已经和企业达成合作，帮助企业开发设计产品。

大学生创意集市创意多

� � � �“那不是前国手廖福民嘛！”“听说
他当年经常打赢郭跃华，好厉害！”“廖
老师，能跟您合个影吗？”……

经过17载磨砺的“金冠杯” 早
已成为湖湘乒乓球爱好者每两年一
次的“盛会”， 今年五一假期的赛
场更因为一位“神秘人物 ” 的出
现， 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浪。 他就
是湖南竞技乒乓球高光时期的代表

人物———廖福民。
如果你自称是湖南资深乒迷， 那

么， 参加过三届以上金冠杯比赛和知
道“阿廖” 这位本土球星， 两个先决
条件缺一不可。

湖南省乒乓球队于1958年建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 曾培养出
廖福民、 盛小红、 黄坚果、 王丽君等
一批优秀运动员， 成为湘乒史上名副
其实的“黄金一代”。 其中的佼佼者、
1973年进入国家队的“阿廖” 一度
成为国内乒坛的焦点人物。 在1979
年第四届全运会赛场上， 廖福民勇夺

乒乓球男子双打冠军（和黄坚果配对），
而这也成为我省竞技乒乓球唯一一块
全运会金牌。

“我这次特地回来参加湖南乒乓
球队建队60周年庆典活动， 没想到
湖南如今的草根球市这么热闹， 水平
也是相当高， 看得我这个歇拍多年的
‘老口子’ 也手痒痒了。” 剃着光头、
体格健硕、 戴着副斯文的眼镜， 还操
着一口流利的长沙话， 若不是有人引
荐， 记者在现场很难认出这就是刚从
国外回来、 已66岁的前乒乓球国手廖
福民。

� � � �说起郭跃华， 几乎无人不知。 而作
为当年同期进国家队、 经常在队内比赛
中打第一的廖福民， 却只是在小小的湖
南乒乓球圈中略有知名度。 为什么？

“我当年与郭跃华打确实是难分
上下， 但球类运动就是存在相生相
克， 我的对外能力相对没有那么好。”
廖福民介绍， 他当年之所以“内战”
成绩优异， “外战” 却鲜有佳绩， 其
原因跟他的横拍打法有很大关系。
“我们那个年代， 中国选手基本上都

是打直拍， 而横拍打法欧洲人更加擅
长， 所以一到世界大赛， 我的技术就
很难有优势。”

由于打法上与欧洲选手接近， 廖
福民进入国家队后多少被设定为“外
战假想敌” 的角色， 可以说成为了中
国国家队当时能够在国际赛场争金夺
银的“背后英雄”。 而在廖福民心中，
那一段与郭跃华“亦敌亦友” 的经历
十分珍贵———那个时期的人很单纯，
很少的个人利益； 那个时期的人很团
结， 绝对的一致对外； 那个时期的人
很简单， 一心感谢国家培养自己。 廖
福民说： “我们站上球台两端是对
手， 下了赛场我们都是中国人。”

1980年年底， 廖福民从国家队
退役， 后曾辗转到香港地区继续运动
员生涯， 36岁的他还曾代表香港地区
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 90年代
后移居加拿大， 从事过各行各业， 近
年来也曾在当地担任乒乓球教练。

尽管没能名声大噪， 但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湖南乒乓球属于“阿廖”，
无论打法上或取得的成绩， 他都为湘
乒开创了一个时代。 “我们这样的
人， 一辈子就会打乒乓球。 这次回
来， 家乡的乒乓热再次激活我心底多
年的情怀， 感触很深。” 采访最后，
廖福民故作神秘地笑说： “说不定下
一届金冠杯， 阿廖就真的回来了！”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
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2018美巡系列
赛·中国年度第三站长沙锦标赛将于5月
3日至6日在湖南龙湖国际高尔夫俱乐
部举行， 这也是我省首次举办国际职业
高尔夫赛事。

本次美巡系列赛中国长沙锦标赛将进
行四轮72洞比杆赛，有来自中国、美国等19
个国家和地区的144位选手参赛，总奖金高
达150万元人民币。这也是美巡系列赛2014
年落户中国后，首次来到湖南。

湖南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本次
长沙锦标赛是我省首次举办国际职业高
尔夫赛事，赛事竞技水平高、影响大，对
我省高尔夫运动的进一步普及， 尤其是
青少年高尔夫的发展大有裨益。”

本次比赛中国选手有46位，其中有
6名为湖南籍选手。湖南本土球员张蕙麟
非常期待在家门口的亮相，“知道美巡系
列赛要来到湖南时，就一直很期待。希望
周末我可以有好的发挥。”

美巡赛中国长沙锦标赛
今日挥杆

我省首次举办国际职业高尔夫赛事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5月2日凌晨，
2017-2018赛季欧冠半决赛次回合打响， 坐镇主场的皇家马
德里2比2战平拜仁慕尼黑， 两回合总比分4比3淘汰对手。

北京时间4月26日进行的双方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主
场作战的拜仁1比2负于皇马。再度交锋，拜仁“当仁不让”，开
场仅3分钟，基米希抽射破门帮助拜仁取得领先，但8分钟后凭
借本泽马头球破门，皇马将比分追平。

下半场双方延续之前的进攻高效。 开场22秒本泽马梅开
二度帮助球队完成反超，但很快拜仁便还以颜色，第63分钟，
J罗小禁区右侧低射破门将比分扳平， 最终双方战成2比2平，
皇马以总比分4比3战胜拜仁进军决赛。

除本泽马外， 门将纳瓦斯也成为皇马取得胜利的关键先
生。本场比赛，他做出至少8次高难度扑救，“皇马必须感谢纳
瓦斯，他的表现非常精彩。”赛后，拜仁队主帅海因克斯也不吝
对其的称赞。

皇马淘汰拜仁
连续3年晋级欧冠决赛

竞技湘乒60周年
“神秘人物”引关注

国家队“背后英雄”
与郭跃华“亦敌亦友”

湘乒有个
“阿廖时代”

� � � � 4月29日至5月1日，第十一届“蝴蝶-金冠”杯业余乒乓球俱乐部邀请赛在长沙沙湾公园
举行。 图为廖福民与选手切磋球技。 通讯员 薛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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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青霞）美国当地时间4月30日
（北京时间5月1日）， 全球首个由中国研
究团队主导， 并使用中国完全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产品作为关键实验
设备的近视眼大数据多中心研究项目在
美国檀香山启动。

据了解， 该项目由中南大学爱尔

眼科学院发起并主导， 由全球范围内
遴选出的19支高水平科研团队， 对包
括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 、澳洲 、
非洲在内 ， 覆盖全球6大洲 3大人种
的近视眼大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通
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视觉行
为和视觉环境等因素差异的研究，明
确这些因素与人类近视眼发生发展

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望填补人类近视
眼发病机制领域的空白，破解这一已
困扰全球眼科学界逾百年的医学难
题。

此次全球近视眼大数据多中心研
究，作为全球首次由中国科研团队牵头
并运用完全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产品
作为关键实验设备的近视眼科研项目，

也彰显了我国在全球眼科与视觉科学
创新发展领域的力量，为中国今后牵头
和主导国际科研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其研究成果将对全球近视眼流行病
学、发病原因、临床特点、诊疗方法突破
大有助益，并有望为我国乃至全球近视
眼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模式提供参考与
借鉴。

（2018年3-4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捡来的瓷器史》
涂睿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1月出版
本书选取了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十

个重要的节点， 以工艺为骨架， 以历
史、文化与美学为血肉，尝试勾勒出瓷
器史整个发展的历程 ， 兼及文化 、美
学、技术与贸易的历史，着重梳理了景
德镇作为瓷都在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和景德镇的工艺技术发展引发的瓷业
变革。 全书见微知著地勾画出瓷器史
在宋元至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的发
展面貌。

推介语： 从偶然捡到的古瓷碎片
中，发现中国瓷史的重要瞬间。

《南村传奇》
汤素兰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最新创作

的以 “南村 ” 为背景的童话 ， 融神
话 、传说 、民间故事于一炉 ，以石峰
山 、古陌岭 、涸泽湖 、望家树等南村
地理为线索 ， 通过 “舍身石 ”“少年
和蟒蛇 ”“狐狸女婿 ”“丁婆婆 ” 四个
独立而又关联的美丽幻想故事 ，为
读者描述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美好家
园 。

推介语：勇敢与牺牲、爱与美的故
事唤起孩子对亘古恒今的生命价值和

美好生活的追寻。

《内境·外象：姚仁喜的建筑美学》
姚仁喜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本书为建筑大师姚仁喜的建筑美

学随笔集，精选14件富有代表性、广受
赞誉的建筑作品，如乌镇大剧院、苏州
诚品、水月道场、“台北故宫博物院”南
院等，结合其创作过程中的绘制手稿、
设计效果图、 细节模型及精美建筑实
景图、设计说明等，多维度呈现姚仁喜
建筑实践中的心境、语境和意境，反映
建筑人的内境与外象。

推介语：内容美且装帧奇特，构思
精巧。

《给孩子讲相对论》
李淼 王爽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物理学家李淼写给孩子的关于相

对论的普及读物。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科学史上的瑰宝， 它推动了20世纪
的科技革命 ， 改变了我们对时间 、空
间、物质 、运动等的认知 ，它一系列梦
幻般的预言一一应验， 包括近年来被
探测到的引力波。在本书中，李淼从这
一举世瞩目的事件讲起 ， 将引力 、时
空、光速等不易理解的概念，用故事的
方式讲给孩子。

推介语： 大科学家讲给小朋友的
前沿物理学， 让孩子轻松读懂爱因斯
坦的伟大理论。

《一日一诗》
李元洛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

年12月出版
本书精选了365首贴合时节的古

典之诗 ，主题多元 ，涵盖山水之趣 、田
园杂兴 、思乡念旧 、怀古伤今 、赠友送
别、修身养性等。每首诗搭配一幅意境
契合、风致古雅的名家之画，一诗一画
共读，倍增阅读美感，另有当代知名诗
歌评论家李元洛倾心品鉴，文字隽永，
深入浅出，直抵作品的灵魂，带给读者
不同的感悟。

推介语 ：365首贴合时节的古典
之诗 ，365幅风致古雅的名家之画，
365篇简洁隽永的倾心品鉴， 一日一
诗，一画一文，一年365天的诗意栖居
之所。

《玩儿》
于谦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年3月出版
本书记录了于谦多年来养猫 、粘

鸟儿、养鸽子 、摸鱼 、遛狗 、熬鹰 、驯马
的各种心得体会 ，字里行间都浸润着
亲切 、厚道 、朴实的老北京四九城内
的文化气息 ，稚儿擎瓜柳蓬下 ,细犬
逐蝶深巷中 ，百姓烟火人间温情尽汇
于此 。书中又处处可见作者对生活的
思考 、 对友谊的珍重和对理想的追
求。

推介语：于谦唯一公开出版作品，
郭德纲作序推荐， 字里行间展现老北
京气息，平常生活体现人生思考。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马金鑫 焦洁）“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
涯”“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以
“人”字题，进行诗词“飞花令”表演，台上
3位选手，你来我往，连续过招32轮，赢
得满堂喝彩。这一精彩的镜头，不是出现
在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上，而出现
在今天雨花新华都学校举办的第二届
校园诗词大会总决赛现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诗词大
会》，再次激发全国观众对中国古诗词的
热爱。今天，该校上演的这场诗词大会，
同样以其精彩展示， 唤起了全校师生对
中华古典文化、古诗词的强烈兴趣。

据该校校长李召罗介绍， 校园诗词
大会是学校“与经典同行·伴书香成长”
第一届校园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 为了
这场诗词大会， 学校上上下下精心准备
了两个多月时间。从初赛、到复赛、到决
赛，8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从学校2000
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决赛上，经过必答题、抢答题和飞花
令等3个环节激战，161班的潘亦心、
1505班的肖天娇、1602班的黄安渝进入
最终的冠亚军决赛。冠亚军决赛，进行的
是精彩而激烈的“飞花令”对抗表演。最
终，潘亦心、肖天娇、黄安渝分获冠亚季
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3位同学都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 都是几年前跟着父母来
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下期奖池：5422293093.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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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5 1 8 0
排列 5 18115 1 8 0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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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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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近视眼发病机制“世纪难题”
全球首个由中国主导的近视眼大数据多中心研究项目启动

腹有诗书气自华
酷爱古诗词让这些孩子与众不同

湘版好书榜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余志林）连日
来，省卫生计生委、省安全监管局在长沙联合主办2018年湖
南省《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主题活动，主题是“健康湖南，职
业健康先行”。

4月25日至5月1日是全国第16个《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
周。我省主要的职业病是尘肺病，其中，无责任主体的农民工
尘肺病患者占到30%。省委、省政府非常关心这个特殊群体，
在原有救治工作的基础上自2017年开始进一步实施了尘肺
病农民工救治救助民生工程， 对全省无责任主体的农民工尘
肺病患者实施“一提一降一助”。一提是将救治救助纳入城乡
居民医保单病种付费，提高报销比例至65%以上。一降是出台
临床诊疗规范，降低医疗费用。一助是设立专项资金对医保报
销后的费用实施专项补助。其中，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患者实行
100%补助，其他患者自付医疗费用占比不超过7%。通过定点
医院救治和一站式报销，全力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健康服
务。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筛查23850人，临床诊断10235
例，完成救助8029例。

今年宣传周活动，借助健康城市、健康企业建设的契机，
成立了“农民工健康大学”，将职业健康知识以“职业病防治文
艺演出”的形式搬上舞台，现场开展急救医学知识培训，以微
信有奖答题的形式传播于网络， 全面提高社会公众和劳动者
的职业病防治意识。

提高职业病防治意识
我省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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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29日至5月1日，第十一届“蝴蝶-
金冠” 杯业余乒乓球俱乐部邀请赛在长沙
举行， 近600名草根球手争夺4块团体金
牌。 湖南竞技乒乓球高光时期的代表人
物廖福民现身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