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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这句话用来形容利物浦门将
卡利乌斯挺合适。即将25岁的他
在本场比赛的两次低级失误，将
冠军奖杯“送到”了皇马人手中。

第51分钟， 卡利乌斯手抛球发
球，却被站在自己眼前的本泽马“起
脚拦截”，皮球“抛物线未起”便缓慢
地滚向了自家大门。 屋漏偏逢连夜
雨，第83分钟，贝尔外围打出远射，
卡利乌斯再现“神级失误”，“黄油手”

让球从自己身侧飞入大门。
“手抛球”闹剧送给皇马一份

“大礼”，“黄油手”失误则彻底“断
了”利物浦冲冠的梦想。赛后，卡
利乌斯彻底失态了， 他跪倒在草
地上，失声痛哭；他双手合十，祈
求球迷原谅。那一刻，本该令人恼
怒的他成为全场安慰的对象，让
人心疼： 利物浦球迷集体起立送
上的掌声，克洛普、C罗等人都过
去安慰他。

� � � �萨拉赫因伤离场， 犹如“黑
豹”一般勇猛的马内站了出来，在
前场狂攻一度让皇马兵荒马乱。
第55分钟塞内加尔人门前凌空垫
射破门， 成为利物浦本场比赛唯
一的“惊喜”。

“我买了300件利物浦球衣送
到村子里， 这样球迷们就可以穿上
我们的球衣观看决赛了。 我将在世
界杯结束后回去， 希望那时候我能
给大家展示一枚冠军杯奖牌。”马内
在赛前表达出对夺冠的极大渴望。

凭借决赛中的这粒进球，他
将自己本赛季欧冠进球数刷新到
10个， 也让自己成为第4位在欧
冠决赛中进球的非洲球星。

在球队处于逆境的时刻，他的
昂首前进令人动容。利物浦球迷唱
起“你永远不会孤行”响彻球场，或
许这也照亮了马内“回家的路”。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今天晚上，“新奥”杯第十二
届湖南省直单位篮球赛暨首届“健
康湖南”全民运动会篮球选拔赛在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馆开
幕，开幕式上进行的中俄国际篮球
表演赛上，湖南金健米业男篮以98
比81击败俄罗斯明星联队。

本届比赛参赛队伍、参赛人数超

过历届，共有84支队伍、1800多名运
动员报名， 其中有3名省部级领导干
部、54名厅局级领导干部、229名处
级领导干部。

开幕式上，湖南金健米业男篮和
俄罗斯明星联队带来了中俄国际篮
球表演赛。本场表演赛是金健米业男
篮备战NBL新赛季进行的热身赛。新
赛季NBL联赛将于6月10日开幕。

第十二届省直机关篮球赛打响

� � � � 5月27日晚，
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金健
米业篮球队（红色
球衣）对阵俄罗斯
明星联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傅聪 摄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周
倜）2018羽毛球汤姆斯杯27日下午
在泰国曼谷落下帷幕。中国男队在
决赛中3比1力克日本队，时隔六年
再次捧起汤姆斯杯。这也是国羽历
史上收获的第10座汤杯。

2014年，日本队曾粉碎国羽捧起
汤杯的梦想。此次双方再度会师，中国
队志在必得。决赛中，中国队单打派出

了谌龙、石宇奇和林丹，两对双打是刘
成/张楠、李俊慧/刘雨辰。

打头阵的谌龙面对桃田贤斗一
度陷入被动， 失误不少，0比2败北。先
失一城的中国队关键时刻顶住压力。
随后出场的刘成/张楠、石宇奇均直落
两局战胜对手帮助团队再取2分；李俊
慧/刘雨辰则在关键一盘2比1逆转
对手，锁定胜局。

� 3比1战胜日本队

国羽时隔6年再捧汤姆斯杯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邵楠）5月25日晚，湖南大学、湖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协议， 三方共建湖
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

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于
2016年4月成立。 该机构主要对我国全民
阅读基本情况、 国民阅读兴趣培养与阅读
习惯养成、阅读生态打造、新时代的出版创
新、 全民阅读的整体推进进行系统的分析
研究，探寻全民阅读推进的内在规律、运行

机制和基本路径， 为全民阅读的推进提供
决策参考。

根据三方协议，湖南大学、湖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今后将在课题研究、项目咨询、活动组
织、 人才培养等方面重点支持湖南大学中
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的发展， 努力将该中
心打造成为国内特色鲜明、 有较大影响的
全民阅读研究机构和开放合作平台， 充分
发挥其在湖南乃至全国全民阅读推进中的
高端智库和务实作用。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 ）昨天，2018年湖南省“新诤
信杯” 知识产权竞答赛决赛在长沙决出胜
负。长沙学院代表队斩获冠军，来自长沙学
院的蒋云贵和王菲分别获得“最佳指导老
师”和“最佳选手”的荣誉称号。 据悉，这也
是2018年湖南（长沙）科技活动周十大主
体活动之一。

本届竞答赛以“倡导创新文化，保护

知识产权” 为主题， 吸引了国防科技大
学、 中南大学、 中联重科等38支队伍参
加，其中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衡阳
师范学院等8支队伍进入决赛。 决赛分为
必答题、抢答题、你问我答、风险题和加
赛题5个环节， 命题范畴来自《专利法》
《专利法实施细则》《湖南省专利条例》
《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

三方共建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
研究中心

湖南省知识产权竞答赛落幕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王晗）近
日， 全国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结果公布， 长沙市雨花区公共图书馆获评
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

雨花区公共图书馆位于雨花区文化
中心内， 是由雨花区政府创办的综合性
公共图书馆。 2005年开馆至今，已形成了

1家区级本馆，搭配5家分馆、48家农家书
屋、百余家社区图书室的“1+5+48+X”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雨花区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该图书馆将继续创建形式多样的平台与载
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服务，推动读书
活动在各行各业、各类人群中广泛开展。

雨花区公共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石荣 杨栋）高考即将临近，一种据说可以
让孩子更聪明的“专注达”药物成为不少考生
家长的“新宠”。 今天，湖南省脑科医院专家提
醒，这种“聪明药”千万别吃！

省脑科医院心身疾病及成瘾医学科门诊医

生杨栋介绍，最近，有不少中、高考考生的家长
来门诊咨询“专注达”这种药品，他们希望通过
让孩子服药，实现考前的“临门一脚”。 专注达，
即俗称的“聪明药”，包括非尼、利他林、择思达
等药品，都属于神经中枢兴奋药，是国家严格控
制的精神类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多动症、嗜睡症

和慢性疲劳症等疾病。 其主要作用是提高中枢
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跟所谓的提高记忆力、提高
智力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正常人服用这种药物
会加重焦虑情绪，出现厌食、失眠、狂躁、兴奋等
症状，甚至导致行为异常。这种药物还具有成瘾
性，一开始，一粒药就可能让人兴奋一整天，慢
慢地，需要通过增加剂量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
而且一旦停药或减少服用剂量， 还会出现戒断
反应，往往形成恶性循环。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李叶）5月26日至27日， 博物馆与少儿
美术教育高峰论坛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 来
自大英博物馆、美国旧金山艺术大学、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外少
儿美育机构和博物馆的专家汇聚一堂，共同
探讨在信息化时代下，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
为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的美育氛围。

“据我观察，人们往往进入博物馆4分
钟就会开始茫然。 ” 大英博物馆副馆长
Irving� Finkel说， 几十年的博物馆工作经
历让他发现，用幽默的交流方式，让枯燥严
肃的博物馆知识和静态展品有趣起来，更

容易让观众接受和记住。“动物的叫声、名
人录音、音乐都会被运用到展览中。 ”该馆
东方部主任Frances� Wood介绍， 他们还
会为儿童提供纸和笔， 让他们在展览中寻
找特定展品，如一匹马或两口钟，并画下来。
孩子们很喜欢。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认为，博物馆
是积累感觉经验的校外学习场所，学生在博
物馆接触艺术作品原作，可以和学校美术教
育中的理论化教学相互补充。 从2008年起，
该馆与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教科院等机构
合作，让省博物馆成为了长沙市广大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美术教育实践基地。

海内外专家长沙研讨博物馆少儿美育

高考即将来临，这种“聪明药”千万别吃

� � � �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周倜 ） 中直职工足球联赛 （湖南
赛区） 暨湖南省直职工第二届足
球联赛昨天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开幕。

自去年首届联赛成功举办后，
本次赛事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规模。
赛事将持续到11月，共设省直赛区、
衡阳赛区、娄底赛区、湘潭赛区、邵
阳赛区共5个赛区，将有105支球队

参加，比赛场数将达800场以上。省
直赛区有省发改委、省科技厅、湖南
日报等16支球队参赛， 采取每周一
轮的循环赛制。

本届联赛由湖南体育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湖南湘体盛世体
育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湖南财
政经济学院、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协办。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球队得
到了深圳蓝凌软件的支持。

省直职工第二届足球联赛开幕

� � � �欧冠完成改制之后， 皇马连续3
次捧起大耳朵杯，缔造奇迹。

这是皇马历史上获得的第13次欧冠
冠军，比冠军数排名第二的AC米兰队多
出6个。银河战舰近年来势不可挡，他们
在近5年内已4次夺得欧冠冠军。

皇马的“超燃”离不开主帅齐达内。
他帮助球队再次创造神话， 也让自己成
为这其中的“主人公”———仅仅执教了两
个半赛季， 齐达内就率领皇马连续三次
赢得欧冠冠军，史无前例。

本场比赛齐达内的用人智慧再
次奏效。他派出了与上赛季欧冠决赛
相同的11人阵容，皇马成为史上首支
连续两场欧冠决赛使用同样首发阵
容的球队； 用人不疑的他虽将贝尔
“按”在了替补席上，但关键时刻换人
调整，“换”来的是贝尔用“两球相报”
锁定胜局。

人生赢家
皇马“三连冠”“齐祖”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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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决战的上半场还未过，双方均有
重臣受伤。第26分钟，利物浦队萨拉
赫在与拉莫斯拼抢时肩膀被别伤，第
37分钟，皇马队卡瓦哈尔在边路突破
扭伤脚踝。

第一次站上欧冠决赛赛场的萨
拉赫哭了： 受伤后的他执意回到赛
场，但坚持4分钟后他倒地痛哭。本赛
季欧冠共打入11粒进球的他顶着高
光一路走来，为了球队利物浦与祖国
埃及的荣誉而战。在一场顶尖的决战
中以如此方式离场，他怎能甘心？

第二次在欧冠决赛负伤离场的卡
瓦哈尔也哭了：在队医将他搀扶下场之
时他流下了热泪。2016年对阵马竞的巅
峰之战，卡瓦哈尔就在下半场第51分钟
时拉伤下场，泪别决赛赛场。在西班牙
前不久公布的俄罗斯世界杯大名单中，
卡瓦哈尔是右后卫位置上当仁不让的
人选。不逢时的“重蹈覆辙”或许会令他
的世界杯之行蒙上阴影。

悲情壮士
萨拉赫、卡瓦哈尔“伤退”
2

� � � � 本泽马大概是全场最“幸
运”的人了。第51分钟，他拦截下
对方门将卡利乌斯仓促出手的
“手抛球”，将球捅进球门帮助球
队先下一城，并取得自己在欧冠
决赛的第一球。

但本泽马全靠幸运吗？显然
不是。 比赛上半场他已开足火
力：第43分钟他近距离推射破网
却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补时阶
段他外围右脚大力远射只是稍
稍打偏。整场比赛39次传球35次

到位，他对球队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让人服气。

贝尔的决赛MVP之称当之无
愧。 贝尔并未出现在首发阵容，直
到第60分钟，齐达内才选择让他替
换下了伊斯科。从替补席“一跃而
上”，贝尔“有如神助”：仅122秒之
后，接马塞洛右脚传中，他一记腾
空倒挂金钩惊艳世人； 83分钟他
外围突施冷箭， 帮助球队锁定胜
局。贝尔也成为首位在欧冠决赛替
补上场并完成梅开二度的球员。

天降“福”星
本泽马“令人服气” 贝尔“大圣归来”

3

绝望青年
卡利乌斯让人“烦恼”让人“怜”

4

孤胆“黑豹”
马内昂首破门照亮“回家路”

5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图为皇家马德里队球员贝尔在
赛后亲吻冠军奖杯， 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 � � � 5月27日， 孩子
们表演舞蹈《红星照
我去战斗》。 当天，长
沙市天心区高云星幼
儿园举行“传承红色
基因，砥砺幼童心灵”
主题教育活动， 喜迎
六一国际儿童节。

段丽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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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
5月24日9时，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走进岳
阳市新华书店“国学讲堂”，给200余名市民带来
“听古典诗词，讲中国故事”主题讲座。开头，她
深情吟诵了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

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歌妓才女。
其个性坚强，正直聪慧，因读辛弃疾“我见青
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自号“如是”，
留下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

当代才女如何解读明清才女？“柳如是曾

名杨爱，因柳姓郡望为河东，故钱谦益称其为
‘河东君’。” 杨雨以柳如是及其词作为主线，
阐释中国诗词之美。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形成了特定的象
征含义。说到“柳”，马上会想到离别、相思、挽
留。“柳”往往用来形容女性细腻、柔软的情绪，
女性常借柳絮随风飘散、身不由己、不能主宰自
己命运来发出情绪的感慨。杨雨说，这些象征指
向在柳词里都出现了，所以《金明池·咏寒柳》注
入了柳如是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

杨雨总结了柳如是的择偶标准： 情感上
倾心相爱，人格上彼此尊重，才学上足以与之

匹敌。柳如是经历了三段感情，最终与她走入
婚姻殿堂的是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钱谦益。
结婚3年后，清军入关，柳如是劝钱谦益一起
投水殉国，未成后拒绝与丈夫同行。钱谦益辞
官后，与柳如是一同资助抗清队伍。陈寅恪先
生曾评价柳如是：“完美地诠释了‘民族自由
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杨雨演讲结束后，岳阳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方雅丽买了一套新出版的《杨雨讲诗词故事》，
她表示：“听杨老师的课特别舒服、享受。一个半
小时的讲座， 让听众对柳如是有了一个全面了
解，激发了大家对古代诗词的热爱。”

隔代知音唤“寒柳”
———中南大学教授杨雨岳阳解读柳如是

� � � �在北京时间5月27日凌晨
举行的欧冠决赛中， 皇马3比1
击败利物浦，连续3个赛季捧起
大耳朵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