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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朋友”助力“小梦想”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体操
运动中心了解到， 在第八届世界
健美操锦标赛（年龄组）中，队员
全部来自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的
中国队夺得五人操项目银牌。

5月23日至27日， 第八届世界
健美操锦标赛 （年龄组） 比赛在
葡萄牙举行。 在五人操项目中，
中国队的5名成员全部来自长沙市
一中健美操队， 分别是熊柏臻、
龚颖婕、 罗子欣、 彭炜琦以及刘
敏哲。 比赛中， 5名队员充分发挥

实力， 最终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是继2012年后， 世界健美操领
奖台上再次出现中国队员的身影。

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主教练
郭莎莎介绍，五人操预赛中，中国
队名列第三却被组委会取消了成
绩。 郭莎莎与教练组与赛事组委
会进行了交涉， 促使组委会修正
了此前的决定， 中国队在随后的
决赛中夺得银牌。

据了解， 本届比赛亚洲国家
共摘得1金1银， 其中金牌由越南
队获得。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5月29日，湖南金健米业男
篮在郴州以93比83击败俄罗斯
明星队， 结束了新赛季前的最后
一场热身赛。 球队也正式签下热
身赛期间表现出色的NBA50大
巨星里克·巴里之子肯扬·巴里。

5月份，金健米业男篮进行了
7场热身赛，取得5胜2负的战绩。
巴里共出场6次， 场均登场32分
钟， 斩获35.7分、6.5个篮板和3.2
次助攻，命中率达到惊人的65%，
三分球命中率也高达60%。 除强
大的攻击力外， 巴里的罚篮与其
父如出一辙，都是标志性的抛射。

巴里身高1米98， 大学效力

查尔斯顿学院和佛罗里达大学，
曾在NCAA单赛季场均砍下19.7
分，2016至2017赛季帮助佛罗里
达大学队打进NCAA八强，2017
年7月代表NBA纽约尼克斯队参
加奥兰多夏季联赛。

加上此前已经签约的中锋迈
克尔·霍利菲尔德，金健米业男篮
已签下两名外援。据了解，金健米
业男篮或将有第3名外援加盟，目
前双方还在洽谈。

据悉， 金健米业男篮将在宁
乡全力备战6月10日开赛的2018
赛季NBL联赛。根据赛程，金健米
业男篮首轮将在主场迎战NBL新
军湖北当代职业男篮。

“大手”的力量

5胜2负结束系列热身赛

金健米业男篮签下肯扬·巴里

第八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

长沙一中选手获五人操亚军

� � � � 5月20日，
一名小学生球
员在教练的指
导下进行训练。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邓立平 李纪轩）“我清楚自己不是单纯多
了个‘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头衔那么简单，
而是要真正带头学懂弄通国家扶贫政策，发
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为全村贫困户
办实事，办好事。”29日，记者到醴陵市嘉树镇
豆田村采访，该村脱贫攻坚监督员何立均说。

前不久，醴陵市242个有贫困人口的村和
社区、居委会，分别召开了精准扶贫监督员遴
选专题会议，民主推荐选出726名村级脱贫攻
坚监督员， 对该市扶贫领域进行监督。 据了

解，这些监督员系普通群众或无职党员，以及
原则性强、公道正派的代表性党员，他们当中
尽管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 但在当地群众中
威信高，敢于坚持原则，依法依规办事。

“现在，全市村村配备了3名监督员，更
有利于就近、及时进行监督。”醴陵市扶贫
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办负责人说， 其工
作职责是宣传国家扶贫政策， 了解群众满
意度， 收集扶贫领域中存在的违反政策规
定或违法违纪的相关问题线索， 向市扶贫
领域作风问题专治办或镇（街道、示范区）

纪委报告，对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干部和
村干部履行脱贫攻坚责任和工作作风进行
监督，参与扶贫领域资金监督。

今年以来，该市纪委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 紧盯政策落实到哪
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执纪问责职责就履行
到哪里。通过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定期
入户走访，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发现问题线
索，及时接受和查处群众来信来访。截至发稿
时， 全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6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4人，组织处理22人。

让扶贫领域监督“无盲区”
醴陵市选出726名村级脱贫攻坚监督员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戴乐得 谢立松）5月26日， 冷水江市纪
委、市监委通报1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典型
案例，17名领导干部因扶贫工作履职不力
被问责。

今年来，冷水江市加大监督执纪力度，
重点整治扶贫领域贪腐以及不作为、 乱作

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市里出台了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等工作方案、
监督举措， 构筑市乡村三级监督机制。同
时，加强巡察执纪监督，紧盯重点领域、重
点部门、 重点地区， 全面检查扶贫领域政
策、项目、资金等落实情况，严查贪腐及“出
工不出力”等消极行为；建立问题台账，对

发现的问题线索逐一梳理排查。 还成立了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监
督检查小组，采取随机督查、跟踪督查、入
户调查等形式，对脱贫攻坚精准度、满意度
进行全面督查， 通过执纪问责倒逼广大党
员干部履好职、尽好责，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有序开展。

冷水江整治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17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黄道兵 佘冰卉）5月28日，常德市环保
局通报了5起违反建设项目环保管理规定的
典型案例， 违规企业被分别处以2.353万至
20.2万元不等的罚款，其中一混凝土搅拌站
被罚款20.2万元。

今年3月14日，澧县环保执法人员在该
县火连坡九河湾混凝土搅拌站检查时发现，
该站所需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就
投入使用，洗砂生产线也未经批准就投入生

产，依法责令该站立即停产整顿，并处罚款
20.2万元。

这次通报的另外4起案例为： 澧县涂河
采石厂所需配套建设的环护设施未经验收
即投入使用；澧县军泉采石场项目未经批准
即开工建设，被责令停止建设；汉寿县湖南
湘线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电力杆生产项目未
经批准就建设，被处罚；津市市新洲镇坤源
环保砖厂未经批准擅自建隧道窑、除尘脱硫
系统，被责令停止生产，并处罚款5万元。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陈卓韬 龚培梁）“执法者带头违法， 这种人不查
不足以平民愤！”日前，永州市道县环保局监察大
队蚣坝中队负责人周某因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
规，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营利活动，受到开除党籍
处分。目前，全市共查处群众举报环境案件83件，

问责184人，有力促进了环保工作责任落实。
去年来，永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纪律
保障。市纪委在全市开展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落
实督察督办工作，建立环保领域违纪违规线索
报告制度，重点督查环保、住建、城管等相关职

能部门履职情况。同时，对重点区域环境整治
问题“盯死看牢”，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
忍”。祁阳县按照督察内容、标准和要求，共排
查企业229个，发现环境问题65个，移送公安机
关4起、刑事拘留1人。道县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的3件环保突出问题信访件做到快查、快
处，并设置8个“暗访小组”全天候开展环保监
控。蓝山县对新圩镇上清涵村铅锌选矿厂非法
生产事件中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的有关部门
和单位的20名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金慧）今天上午，长
沙市第三届“三社联动”社区服务供需对接会
召开， 吸引96个街道、614个社区、161家社会
组织与会，现场签约合作项目782个。

“三社”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相比于往届，这届对接会深化了主题，提出
了新时代完善“三社联动”机制，提升社区治理
能力的新愿景、新要求，并整合了资源。今年，长
沙市本级共整合1000万元，区、街道两级共整合
1314万元，专项扶持“三社联动”。同时，长沙市

民政局出台了“三社联动” 项目统筹管理办法
（试行），以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管理。

活动现场，社会组织分为养老、助残等9大类
型，社区可根据自身需求直接去相关展台咨询、洽
谈。天心区怡心家园社工黎燕介绍，为了参加这次
对接会，大家早早做了准备，与合作过的单位进行
了交流沟通，了解社区需求，并根据自己的服务能
力和范围确定合作主要领域，现场收获很多。

永州重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84人被追责

常德一搅拌站被罚20余万元

长沙“三社联动”签约合作项目782个

周倜

孩子们带着小篮球飞速奔跑， 仿佛又离自
己的梦想近了一步。

如果说改变小篮球规则敲开了少年通往篮
球之路的门，那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则变成照
亮孩子们前路的明灯：

让一项运动迅速发展的最好方式， 便是以
竞赛为杠杆激发行业活力。幸运的是，中国有了
纯粹的小篮球联赛， 这个公平的舞台给了更多
人机会，热情在“竞赛激励”下瞬间高涨；

裁判员培训、大数据、技术标准、假期训练
营等相继涌现，无疑为小篮球计划增添更多“含
金量”。在各项参数考量下的小篮球计划被注入
“科学训练，理性分析”的色彩，让孩子们享受到
的篮球教育更具体生动；

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开放社会培训的 “口
子”，促使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百花齐放。他们
的存在，弥补了校园体育教育的某些资源短板，
盘活了体育产业市场；

家庭的参与更是无形中扩大了小篮球计划
的群众基础，逐步扭转“体育运动影响学业”的
旧观念，愿意尝试换种“爱的教育方式”。

想要发展“小篮球”的“大圈子”，仅仅依靠
孩子们的一腔热情远远不够———让梦延续下
去，需要更多的“大手”共同使劲。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搭建公平舞台
联赛机制催生更多表现机会

4月30日，砂子塘小学获得湖南省小篮球比赛长沙
赛区U10组季军，10岁的罗干是队里个头最小的孩子。

“比赛让我得到了锻炼，有了更多的展示舞台。”身高1
米5、体重60斤出头的罗干说。

因为个头小，赛事少，罗干此前很少有机会展现自
己的实力。“小篮球”计划启动“中国小篮球联赛”后，根
据全新的换人规则，罗干有了充分的上场时间，又因为
联赛机制下比赛次数增多、比赛水平提高，他获得了足
够的表现机会。

同样受益的，还有各基层篮球训练营。对此，湖南
湘粮国际勇胜俱乐部“金健米业少年队”负责人曹凌
曦深有体会。

2016年曹凌曦走上青少年篮球培训之路。 当时我
省民间篮球培训营遍地开花，但因缺少“顶层设计”，基
层培训“水平良莠不齐、各自‘埋头单干’、缺乏表现机
会”。“数量多不代表质量好， 质量好不代表大众看得
到。”他曾经很苦恼。

在小篮球联赛机制下， 不少球队为了提升水平相互切
磋，或同城、或异地“约战”，以赛代练。“小篮球联赛是个开
放、公平的舞台。”曹凌曦说，“联赛机制其实也是一种‘检测
机制’。有了联赛成绩作为参考标准，各家水平优劣一目了
然，大众对训练营的评判眼光会更‘挑剔’，这是好事。”

推动行业洗牌
顶层设计提高行业门槛

“小篮球”计划启动后，在中国篮协的牵头下，相关
行规、标准、技术支持体系陆续出炉，为小篮球的“大梦
想”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细化教学要求，完善教学机制，实施分级
教学，中国篮协出台了《中国篮球D、E级教练员培训授
权培训机构遴选工作方案》。原有的A、B、C级教练员主
要针对国字号球队、高校球队、职业球队，此次新出台
的方案直接瞄准了“小篮球”。

未来中国“小篮球”的基层教练必须持证上岗。方案明
确，D级证书主要针对执教“初、高中及业余体校教练员”，E
级证书主要针对“小学及学龄前儿童、 社会培训机构教练
员”，此外由国家认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也被首次纳入教
学力量。“‘第一位老师’的力量是巨大的，门槛提升之后会淘
汰掉不合格的师资，敦促现有教练员提升自身。这会让基层

教学更专业、有效。”曹凌曦告诉记者，此前的教练员准入机
制只要求拿到省级单位颁发的相关证书，新方案出炉后，他
抓紧为自己的教练团队申报“D、E级教练员”资质。

“小篮球”计划推出后，“开班办营”的门槛越来越高。除
了教育部门审核教练员上岗资质外， 民政部门也对各机构
教学场地、办公场所、消防安全、年检情况等进行严格审查。
“运动培训专业性与安全性必须引起重视，提高准入门槛、淘
汰掉不合格机构势在必行。”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扩大“群众基础”
家长参与是监督更是陪伴

“小篮球”计划发展的背后，家长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

5月20日，邓溪又出现在训练场边，盯着儿子李翔
在场上的一举一动。儿子一周5次训练课，邓溪每堂课都
准时“打卡”。

“每次都来陪孩子训练，不累吗？”记者问。坐在一边
的邓溪笑了：“孩子喜欢篮球，有个篮球梦，做家长的若只
是‘出钱给学费，花钱买装备’，那未免太不走心了。”

“看孩子训练，除了监督孩子，是否也在监督训练营的
教练？”记者问。邓溪认为，孩子并不具备辨别的能力，家长有
必要担负起“监督者”的角色，一来能帮孩子解决他们力所不
能及的突发问题，二来能协助孩子与教练进行有效沟通。

“我们很乐意家长的参与。”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随着家长参与度增强，不少训练营会通过微信群、例
会的方式与家长及时沟通，“家长选择训练营的标准从
过去‘只就近’逐渐转向‘看实力’，这意味着训练营若不
能从严要求自身，将会面临客户的流失。这其实促成整
个培训行业的进步。”

场外任意球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严万达 ）
5月28日在永州举行的中古国际生物技术
中心项目洽谈会上，永州经开区与古巴生
物医药集团签订中古国际生物技术中心
项目合作备忘录，这意味着古巴在中国首
家新药研发机构落户永州的进程进一步
加快。

古巴在生物医药领域坚持自主创新，
疫苗、干扰素、降血脂药物等技术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今年以来，经永州市领导两

次与古巴驻华大使会谈、4轮专业技术洽
谈， 古巴生物医药集团、 技术服务集团分
别与永州经开区达成合作建设生物医药
技术中心和国际医院的共识，一旦项目正
式落地，这将是古巴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家
新药研发机构。 这也是永州实施“开放兴
市、产业强市”战略的新成果，对打造创新
领先的生物产业新高地，孕育出新兴产业
集群，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
展意义重大。

中国首家新药研发机构拟落户永州
永州经开区与古巴生物医药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5月29日，施工人员在对潇水河道县县城西洲段进行清淤疏浚。最近，该县积极开展河
道清淤疏浚、取缔非法采砂船、清理河中“僵尸”挖砂船等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何红福 雷伙生 摄影报道

疏通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