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
锦标赛衡阳开幕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
者 成俊峰）今天上午，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主办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在衡
阳湖南工学院体育馆开幕。

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澳门大学、香港武术联会等149个代表队的1500
余名运动员，将参加自选拳术、自选器械、其它
拳术、其它器械、太极拳、对练项目和太极推手
等7个大项196个项目的比赛。 大赛组委会执行
主任、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副主席、湖南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平介绍，举办
这次大赛，旨在推动武术项目传承和创新，促进
大学生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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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长沙的夏季潮湿暑热， 婴幼儿感冒或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被称作婴幼儿“健康杀
手”的肺炎球菌，则更容易在宝宝免疫力低下
的时候乘虚而入。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儿科主任尹飞， 他呼吁家长应
重视肺炎球菌性疾病对婴幼儿的危害， 及早
预防接种疫苗，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爱挑婴幼儿“下手”
肺炎球菌也称肺炎链球菌， 是一种可引

发儿童重症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最常见病
菌， 一般定植于鼻咽部， 经由呼吸道飞沫传
播，不易引起注意。但它每年导致的我国5岁
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却远远超过季节性流感、
手足口等疾病。正是因为肺炎球菌的危害性，
国内疾控专家和儿科专家日前共同推出最新
版《肺炎球菌性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以
下简称《专家共识》），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
肺炎球菌性疾病和疫苗等相关的最新进展，
以规范预防举措，提升公众认知。

尹飞介绍:“在所有疫苗可预防疾病中，肺
炎球菌性疾病是导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
的重要病因之一。在我国5岁以下儿童每年约
发生174万例严重肺炎球菌疾病， 其中约有3
万儿童因此而失去生命。据估计，对于1到11
月龄的小婴儿， 其肺炎所导致的死亡率占到
一岁龄总死亡人数的46.8%；对于中西部地区

而言例如湖南、重庆，肺炎所导致的死亡，是
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的近三倍。”肺炎球菌可
引起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菌血症等侵袭性
疾病等一组疾病， 是一个未被引起足够重视
的儿童的“健康杀手”，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
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提前预防才是“利器”
肺炎球菌性疾病给儿童带来严重危害，

提早预防才能保护宝宝健康。
目前， 肺炎球菌性疾病临床治疗以抗生

素为主， 但由于抗生素的不当选用、 剂量不
足、疗程不足、药品质量低劣等诸多原因，肺
炎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已产生明显的耐药
性，且部分地区的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尹
飞说:“由于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加，肺炎球
菌性疾病的临床治疗难度也随之上升， 有时
甚至无药可治，不仅让宝宝备受疾病折磨，也
加重了整个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他呼吁
开展积极的疾病预防， 这不仅能大大降低婴
幼儿疾病负担， 同时大力开展疾病预防工作
也可优化原本比较稀缺的医疗资源的使用，
切实解决儿科突出的看病难的问题。

鉴于肺炎球菌性疾病对儿童健康的严重
威胁和抗生素耐药问题的日益严峻， 世界卫
生组织（WHO）已将其列为需“极高度”优先
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疫苗接种是最合乎逻
辑和最有效阻止耐药性蔓延的方法。

此次最新发布的《专家共识》指出，根据

临床试验、上市后观察和综述等文献回顾，肺
炎球菌疫苗是预防肺炎球菌感染的最有效手
段，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广泛验证。

把握预防接种“黄金期”
尹飞介绍， 婴幼儿免疫系统的特点决定

了他们是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高发人群， 一岁
龄前后发生儿童感染肺炎球菌性疾病风险最
高。刚出生的宝宝免疫系统还没发育成熟，随
着婴儿体内母传抗体在6月龄前几乎消失，而
自身免疫系统又尚未发育完善， 对病原感染
的免疫力下降， 因此特别容易成为被肺炎球
菌“下手”的人群。

除一岁前后儿童疾病感染风险最高外，
《专家共识》也明确指出，多子女家庭———比
如2017年新生儿中有50%以上是二孩儿，这
些孩子感染肺炎球菌的几率也比较高； 还有
就是暴露于吸烟环境中的儿童感染几率也较
高，因此，也要提醒家长注意。他建议，准父母
们从孕晚期就应该尽早开始了解疫苗接种等
相关信息，尽早预约接种时间，在宝宝6月龄
前完成免疫屏障的建立， 以保证宝宝在肺炎
球菌疾病高风险期来临前获得及时、 全面的
保护，从而有效抵御肺炎球菌感染风险。

此外，尹飞还特别提醒，夏季天气潮湿闷
热，家长们也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居
室要勤开窗，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空气不
流通的场所， 全方位防御肺炎球菌对宝宝的
侵袭。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邓超）胃癌，总死亡率位于癌症死因
第二位。如果胃癌患者能早发现、早治疗，5
年生存率可达90%。昨天，由中日医学交流
中心主办，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办的“中
日早期胃癌规范化诊治高峰论坛———湖南
站”在长沙举行。专家呼吁，对无症状的高
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 是提高胃癌早诊率
的有效手段。

胃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我
国每年新增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一半。胃
癌预后和临床进展密切相关， 大部分早期
胃癌在内镜下即可获得根治性治疗，且5年
生存率超过90%。 而我国诊断的胃癌患者
大部分是中晚期，即使手术治疗后5年生存
率也不足30%，早期胃癌检出率不足10%。
2017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慢病防治
规划（2017-2025年）指出要将癌症早诊率
从10%提升到60%以上。 而同为胃癌高发
国的日本，胃癌早期诊断率高达70%，胃癌

患者5年生存率已达近75%。
专家呼吁， 年龄超过40岁和符合下列5

条中任何1条者，均为胃癌高危人群，建议进
行早期筛查。一是胃癌高发地区人群；二是
HP感染者；三是患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
息肉、术后残胃、肥厚性胃炎等胃癌前疾病；
四是胃癌患者一级亲属；五是存在胃癌其他
高危因素（高盐、腌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
等。论坛上，日本静冈癌症中心医院副院长
兼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小野裕之教授指出，发
现早期胃癌相关的必要条件包括对无症状
的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使用去粘液剂进
行规范化胃镜诊治术前准备，合适的内镜筛
查与染色内镜等特殊胃镜技术的应用等。

当天，来自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
消化内镜领域的近百位专家参会， 湖南省
医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主委刘德良和
湖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专委会副主委王晓
艳分别介绍了湖南省在早期胃癌和食管癌
的诊治经验。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吴红艳 吴建斌）7月22日至28日，由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师生组成的
暑假社会实践调研走访团， 到花垣县十八
洞村就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走访调研。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东海洋大学7所高校
联合组织。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
谭云明介绍：“在习近平总书记首倡‘精准扶

贫’5周年之际， 我们想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从大学生、研究生视角，来看看十八洞村发
生了哪些变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
哪些先进典型经验，以及存在哪些困难。”

通过实地走访， 调研走访团对十八洞
村近5年来的变化以及下一步的规划发展
有了较深了解， 回到学校后将把所见所闻
整理成文， 让更多的人了解十八洞村的巨
大变化， 为其他贫困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借鉴。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28
日，2018年贺龙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
(CBO)� 湖南总决赛在怀化辰溪县体育馆
开幕，株洲等10支队伍将在未来的一周里
争夺冠军。开幕式上，省体育局授予辰溪县
湖南省“篮球之乡”称号，辰溪县也成为我
省首个“篮球之乡”。

贺龙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 (CBO)是
全国顶尖的业余篮球赛事，本次湖南总
决赛有株洲、湘潭、衡阳、邵阳、郴州、湘
西、 娄底、常德、张家界、怀化等10支队
伍参加，比赛分为两个组，先进行分组
循环赛， 再进行交叉淘汰赛，8月3日结
束。最终的冠军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

决赛。 据了解，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将于
8月底展开， 因此本次赛事各队都以参
加省运会的球员为班底 ， 竞技水平很
高。揭幕战上，东道主怀化队以108比63
击败了湘西代表队。

开幕式上，辰溪县被省体育局授予湖南
省“篮球之乡”称号。据介绍，辰溪县篮球运
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每年除参加省、市
各类篮球赛事外，县内各机关、乡镇、村、社
区和企业每年都举办各类篮球赛事，近年为
湖南篮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本次贺龙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O)�
湖南总决赛由中国篮球协会、 湖南省体育
局主办。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周健）相约元帅故里，共享“骑”乐无
穷。今天上午8时，2018“荣桓杯”湖南衡东自
行车邀请赛在该县武家山公园鸣枪开赛，吸
引广东、广西、湖北、江西、江苏等全国13个
省份500多名自行车骑手参赛。

此次比赛由衡东县委、 县政府
主办，以“喜迎省运、健康衡东”为主
题，共设男子公路组、山地男子精英
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山地女子组4
个竞技组别。 比赛起点设在衡东县
城武家山公园育星小学大门前，终
点至白莲镇马房村，全程22公里。

经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河南森
地客鑫元鸿车队的邱浩、重庆快客
车队的何艳、云南大理唐朝车队的

陈湘源、江西RT-速盟中国车队的黄京，分
获山地精英组、山地女子组、山地大师组、
男子公路组冠军。

这次比赛是衡东生态旅游文化节6个
子活动之一。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蔡矜宜）今
天，2018年首届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
赛青少年赛“长燃杯”长沙站的比赛在天顶
乐动·沙湾羽毛球馆收拍，1132名羽球少年
角逐出了22枚金牌。

玩偶、红领巾、三道杠袖标、少先队队
歌……7月26日至29日， 当这些元素“牵
手”羽毛球，一届为青少年专属定制的羽球
大赛在长沙展开激战。“组委会的工作人员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手臂上都佩戴着
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宣传委员、学习委

员等特殊袖标，增强仪式感，拉近了与青少
年选手的距离。” 长沙羽协秘书长涂新辉介
绍，本次比赛，每场派有三名裁判，除判罚比
赛外， 还承担着为小运动员留影的工作，以
记录下他们成长路上的特殊时刻。

今年，中国羽协首次将青少年组别纳入
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本年度共设桂林、
成都等6站。作为第4站的长沙站比赛，秉承
“梦想、进步、未来”的主题，报名人数创新
高。本站赛事由中国羽协主办，湖南省羽协、
长沙市羽协承办。

潮湿暑热天气，专家建议

及早预防婴幼儿肺炎球菌
科教前沿 超过40岁，请关照好你的胃

中日早期胃癌规范化诊治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师生
到十八洞村调研

贺龙业余篮球公开赛湖南总决赛开幕

辰溪获我省首个“篮球之乡”称号

2018“荣桓杯”衡东自行车邀请赛举行

2018中国长沙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收官
“牛津学霸”包揽男女组冠军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千余名羽球少年逐鹿长沙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周倜）2018
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今日在橘子
洲沙滩公园完赛，来自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代
表队大获全胜， 斩获大学男子八人艇1000
米、大学女子八人艇1000米两项冠军。

选址湘江橘子洲沙滩公园靠西附近水
域，本次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云集了包括耶
鲁大学、剑桥大学、墨尔本大学、北京大学、
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奥
塔哥大学等国内外19所顶级高校的20支队
伍参赛。根据竞赛规程，设有大学男子八人
艇1000米、 大学女子八人艇1000米两项比
赛。

7月28日为本次赛事的预赛阶段， 选手
们在宽广的湘江水域上竞相争流。牛津布鲁
克斯大学代表队展现出强劲实力，男、女队
均以小组第一的身份闯进决赛。值得一提的
是，在预赛阶段，中国文化大学代表队势头

不小，拿下女子组预赛第三。
决赛阶段的比拼今日进行，湘江水域再

次上演速度与力量的较量。 女子组方面，牛
津布鲁克斯大学斩获冠军， 奥塔哥大学、中
国文化大学分列二、三名。男子组方面，冠军
同样花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代表队之手，麦
克米迪亚大学获得亚军，帕勒莫大学拿下季
军。

此外，本次大赛在过去两年纯体育竞赛
模式上升级为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横渡湘
江、体育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三大板块。赛事
期间， 组委会举行了有800人参与的横渡湘
江活动；国内外参赛队的学子们也“走进长
沙”，与雅礼中学的学子欢聚一堂，开展了互
动式的体育、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2018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由
中国赛艇协会、湖南省体育局、长沙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

� � � � 7月29日，中国男篮红队球员赵睿（中）在
比赛中飞身上篮。

当日，2018年昆山国际男篮锦标赛在江苏
省昆山市继续进行，中国男篮红队以72比70险
胜乌克兰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