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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破除信息壁垒，提升审批效率，让数据多
跑路，让基层民警少跑腿。 5月17日，省麓山强制
隔离戒毒所诊断评估中心民警在戒毒业务执
法平台上， 收到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从网
上传来的戒毒人员黄某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决定书， 标志着我省司法、 公安机关之间
强制隔离戒毒执法网上审批已顺利实现对接，
正式开通。

之前， 我省强制隔离戒毒所办理一名戒毒

人员解除强戒的诊断评估程序比较复杂， 需要
准备二十余份纸质材料， 最后通过邮寄的方式
送至强戒决定公安机关， 待公安机关审核后批
复，再将批复寄回强戒执行机关。 顺利的话，需
要15天的时间才能走完全部审批流程。

如今， 坐在电脑前， 执法人员进行电子签
批， 最快当天即可完成审批程序并收到反馈的
电子文书，解决了审批流转时间过长、工作效率
不高的问题， 还有效避免了纸质材料因邮递带
来的延迟、丢失、泄密等执法风险。

让数据多跑路 让民警少跑腿
我省实现强制隔离戒毒执法网上审批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下水救人，就是我的一项本能，顾不
得考虑个人安危。”近日，见义勇为“中国好
人”、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轩辕殿社区居民
周海明被我省推荐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聆听他勇救14条生命都选择
默默离开的英雄故事，深受感动。

家风传承 12岁勇救小伙伴
1963年， 周海明出生在湘江边的一

个捕鱼世家， 5岁就跟着父亲学会了游
泳。 江水锻炼了他的意志， 也强壮了他
的体魄。

在周海明儿时的记忆中，爷爷和父亲
就救过无数条生命，父亲周志奇还曾因下
井勇救落水小孩，被绳子拉断了脊椎落下
终身残疾，但无怨无悔。

1975年夏天， 12岁的周海明与小伙
伴们一起在湘江草潮门码头附近玩耍，
只听见“噗通” 一声， 一位孩子突然失
去平衡跌落江里， 不熟水性的他拼命挣
扎，很快就往水下沉。 其他小伙伴们开始
大呼救命，周海明闻声想也没想一头扎进
江里。 他回忆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
时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去救人， 那个孩
子大我1岁， 我个头也不如他，可能我习
水性吧， 家教也一直这样传承。” 小周海
明奋力把小伙伴托举出水面游回岸边，
孩子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上岸， 看着小
伙伴没事了， 周海明却选择默默离开

了。

寒冬中勇救怀孕妇女
201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

北风让人们感受到冬季的阵阵寒意。
周海明和往常一样在湘江风光带散

步。当夜色逐渐深沉，扬帆码头附近忽然传
来呼喊声：“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啊!”眺望江
面，周海明依稀看见远处有一位落水者正
在水中挣扎。

他立即脱下外套，蹬掉球鞋，一个箭步
纵身跃入刺骨的江水里，“当时人都看不见
了，只见一堆羽绒服上还有一只手浮在水
面上，我拼命拉住往岸边拖。 ”

冬日的江水冻得周海明浑身鸡皮疙
瘩，嘴唇发紫，但他还是捡起外套披在被救
女子身上。该女子身怀六甲情绪十分激动，
是因夫妻吵架再次投河的。“你不想见见
你肚子里的孩子吗？ 为夫妻间的小事损失
两条生命值得吗？ ”在周海明的宽慰下，一
心寻死的女子渐渐情绪稳定了下来，放弃
了轻生的念头。

无名英雄40年坚守无悔
1975年 ,12岁的周海明第一次救人；

1977年，他在潮宗街码头救起了一位八九
岁的男孩；1979年， 他在海事局码头救起
了一男一女两兄妹；1981年,他在湘江中央
位置救起一位女大学生……40多年，周海
明每一次救人都是奋不顾身，竭尽全力，但
每一次救人后，他总选择默默离开，不留任

何联系方式。
直到2014年7月30日下午， 周海明因

救人脚蹬到礁石腿部受伤，短短数分钟肿
大到无法行走才没能“偷偷溜走”，被赶来
的记者“逮”个正着，他多年来见义勇为的
故事得以传开。

周海明妻子说，原来，曾有多位被救者
要来感谢，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坚持认为这
是他应该做的。“有时候见他湿漉漉地回
来，他只说有人掉水里了，换上干衣服就自
顾忙去了，再无多话。 ”

身边的爱岗敬业、见义勇为模范
“2003年春节期间，谢词坪63号起火，

周海明奋不顾身冲进火里救人，出来半边
头发都烧没了。 ”

“2008年冰灾，我们车队到汉寿去拖
大白菜保供省城，周海明第一个自愿报名，
4天4夜他们回来膝盖以下都是融雪。 ”

“一位老街坊肺癌晚期，周海明带头
捐钱捐物，天天去劝慰，他才又鼓起了生活
的勇气。 ”

……
邻居、同事、朋友，在他们眼里,周海明

虽然不善言辞，但善良、淳朴、乐于助人，他
认为的一次次“本能”，点燃了很多家庭新
的希望，也感染和带动了周边一个“好人”
群体。

如今周海明退休了，但他主动担起了
“民间河长”，每日早晚必定巡逻江岸，捡拾
垃圾，劝人向善，守护着美丽的母亲河。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郭三元）今晚7时30分，2019年湖南“科
学之夜” 晚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纪念
馆礼堂举行。 70分钟内，由科技工作者、科普工
作者、 中小学生等出演的8个精彩纷呈的节目，
奉献了一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盛宴。 中国工程
院院士何继善带领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获奖团队也走上了舞台。

“科学之夜”是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
动之一， 也是本届湖南省科技活动周的一项重
大科普活动。据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介绍，晚会
选址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 既是为
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为了
弘扬科技湘军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

晚会围绕“科学筑梦、创新潇湘”主题展开，节
目中充分运用光影、全息投影、无人机等技术，结
合舞蹈、舞台剧、原创情景诗歌朗诵、科学情景剧
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宣传我省创新创业良好环
境，展现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倡导低碳生活，弘扬
科学精神。晚会一开始，配乐情景组诗《筑梦之路》
回顾湖南科技力量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突出贡
献。 小品《科技尖兵》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科学情景剧《身边科学》展现了一场
独特的互动科学秀。 歌舞《追逐梦想》展示湖南的
航天力量。 柔术表演《超越极限》体现科技人员知
难勇进、顽强拼搏的精神。《创新湖南》现场采访何
继善院士团队及国防科大天河计算机团队和中车
株机磁悬浮团队，向公众展示湖南科研实力。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初夏的赤马湖畔，绿荫环绕，湖风习习。 今
天，长沙（浏阳）第二届“乐动沙市”体育旅
游节在浏阳市沙市镇开幕。 水上特技表
演、马拉松赛跑，用速度与激情展示了“湖
湘第一休闲体育小镇”的开放与活力。

此次体育旅游节精彩纷呈，包含开幕
式暨环赤马湖半程马拉松赛、湖湘耕读文
化馆开馆仪式、 湘赣边武术交流大赛、端

午龙舟邀请赛、 艾瑞克冰雪运动节暨浏阳
市全民滑雪体验活动、 全国首届户外环保
嘉年华大会、体育精准扶贫摄影大赛等12
项系列活动，持续至12月。

2017年， 沙市镇入选全国第一批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名单。 该镇不
断完善环湖游道、 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
并吸引了8亿元社会资本投资滑雪、 滑
水、 足球、 篮球等体育旅游项目建设。

目前， 已形成艾瑞克冰雪仙境乐园、 水
上运动、 卡丁车体验等一批成熟的体育
旅游产业组团， 一个国家级体育小镇呼
之欲出。 2018年， 该镇接待游客70万人
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上亿元。

沙市镇不仅有赤马湖国家3A级风景
区，还拥有秧田“博士村”、赤马殿、香炉山
等人文旅游资源。据悉，该镇将以打造全国
示范性体育小镇为目标，推动文化、体育、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博士村”秧
田美丽屋场、蒿山森林体育公园、仁寿山孝
文化同心屋场等景点，不断提升“耕读传家
乐动沙市”文化体育旅游品牌效应。

科学筑梦 创新潇湘
2019年湖南“科学之夜”晚会在长沙举行40余年水中救起14人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周海明的故事

长沙（浏阳）“乐动沙市”体育旅游节开幕
赤马湖畔国家级体育小镇呼之欲出

� � � � 5月22日， 来自娄底市各县市区的100余名教师齐聚涟源市湄江
风景区， 和同学们一起开展叶趣———以叶为载体的科技实践活动。 图
为教师指导学生观察各种树叶。 李青平 聂志刚 摄影报道

“叶趣”
科技实践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防守！防守！”5月25日晚的长沙步
步高梅溪新天地广场，因为“4个男人”而
沸腾！

当晚，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男
子组的比赛在这里展开角逐。由郑毅、刘
恒驿、 李浩楠和陈培东组成的中国队分
别以21比13战胜卡塔尔队、21比18力克
新西兰队， 并以B组第一名出线，1/4决
赛将战中华台北队。

“请问还有票卖吗？”球场外，不断有
路过的市民被场内喧天的欢呼声吸引，
但当日球票早已售罄， 明智的市民提前
买好了26日的门票。

中国男队的首战对手是卡塔尔队，
后者以1分优势险胜B组另一劲旅新西
兰队。中卡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中国男
队不负众望，开局便连入两分球，迅速提
升手感和士气，全场大部分时间保持5分
左右的优势。

“中国队4个小伙子明显实力更加均
衡，外线、篮板、防守都比对手出彩，赢下
来没问题！”长沙草根篮球队红星兄弟队
长“老布”每天打球，手机里的篮球群都
有十几个， 亚洲杯期间他每天从跳马镇
开一个多小时车前来观战。 能有一位这
样的“超级球迷”坐在身边担当“现场解
说”，记者也是挺幸运的。

“郑毅今天手感火热，4号陈培东的
突破很有威胁，7号刘恒驿的篮板球妥妥
的……”在“老布”的“专业点评”下，10分
钟的比赛过得真快。凭借高效的外线和稳
定的防守，中国男队首战以21比13过关。

距离下一场与新西兰队的比赛还有
一个多小时，“老布” 与记者不知不觉从
本届亚洲杯聊到4年前的长沙男篮亚锦
赛。“当然去看了！ 我和队友们很幸运看
了中韩之战那一场， 那么经典的‘大逆
转’印象太深刻了。”此时，随着场上正在

进行的女篮比赛命中得分， 眼睛一直紧
盯赛场的“老布”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我
觉得这种快、 灵、 狠的三人篮球也很好
看！比赛悬念大，氛围好，刺激！”

话音刚落，刺激的中新之战开球！比
赛刚开始，场面就陷入胶着，比赛频频因
犯规被打断，双方比分交替攀升。但面对
身体强壮的新西兰球员， 中国男队打得
很有耐心， 关键时刻凭借几次成功的内
线突破，巩固优势，笑到了最后。

“我们把赛前布置的战术打出来了，

因为是主场作战，我们打得很自信，现场
球迷非常热情、给力！”赛后，刘恒驿向记
者介绍，本次参赛的中国队队员于4个月
前通过层层选拔， 大家希望能从长沙这
块“福地”起步，打好今年所有的奥运积
分赛，为征战东京奥运会开个好头！

看完两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不少球
迷离场时兴奋地哼着“歌唱祖国”……人
群中记者远远见到“老布”，打了声招呼，
他兴奋地喊道：“决赛票已备好， 就等中
国队了！”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正在长沙
火热举行， 记者近日走访长沙篮球爱好
者的聚集地———紫凤体育公园和曙光
798“三秒区”篮球馆，三人篮球已不再是
小众的“街头文化”，而逐渐成为人们争
相参与的“香饽饽”。

“篮”不住的少年郎
如果来不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如来一场“说打就打的篮球”。
不用看天气预报，不用呼朋引伴“三

缺一” ……想打球，10元、20元门票随时
开球。

5月24日午间的紫凤篮球场，一号场
的少年正在练习投篮， 二号场上八九名

“老口子” 在展开激烈的三人篮球赛，三
号场刚刚进场的几个球友正在进行无球
热身……“藏”在湘江银盆岭大桥下的紫
凤体育公园，不怕日晒雨淋，周边绿茵环

绕，在这里打球感觉特别“养身”。
“我们这个场子有十几年历史，平时

光顾的基本都是一些老顾客。 比如正在
二号场打球的企业职工， 他们每周五都
会利用午休时间来打球， 风雨无阻。”说
起紫凤，作为长沙老字号篮球公园，草根
爱好者们无人不知。 场地负责人谢先生
介绍， 随着近两年长沙的篮球公园越来
越多，紫凤的人气尽管不如过去火爆，但
平日的晚间和周末依旧热闹喧天。

已经完成“单招”的宁同学提前开启
暑假模式， 每天午饭后他都会一手抱篮
球、一手拎着一大瓶水，独自来紫凤练上
三个小时球。“这里很方便， 从家里坐公
交车来两三站路，我每次练完投篮，都要
打一阵子三人篮球。”

3年前，正是紫凤公园让宁同学走出
网吧，从此恋上篮球“哐当”入网的声音。
宁同学回忆，初中时他差点成了“网瘾少
年”，是篮球让他找到更好的自己。“以前
每次从网吧走出来都有种‘身体被掏空’

的空虚感，如今每次打完球，感觉自己特
别兴奋，充满活力。”

“篮”不住的女强人
明亮的灯光、挥洒的汗水、炫酷的海

报……在曙光798里，有个响当当的街球
胜地，它叫“三秒区”；这里还有一支湖南
人自己的“网红”三人篮球队，队名也叫

“三秒区”。
5月23日下午， 记者见到湖南草根篮

球圈人人熟知的“付姐”———乐运体育“三
秒区”篮球公园负责人付煊女士，以及“三
秒区”的美女店长任宇。“没想到长沙当下
最火爆的篮球公园，是出自两位女强人之
手。”记者的开场白，让付姐和任店长一下
子笑开了，已经57岁的付煊完全像个年轻
人，她爽朗地说：“这就叫‘男女搭配，干活
不累’， 很多人说我天天对着篮球场上的
帅哥，年轻的荷尔蒙挡都挡不住。”

2016年开业的三秒区篮球馆， 主打
时尚、潮流的街球文化，是长沙最早做三

人篮球的场馆， 室内有3个全场、4个半
场，配套设施齐全。“刚开业时保本都难，
我记得那时候组织一场邀请赛， 临比赛
了才勉强凑齐12支球队。” 付姐告诉记
者，自从三人篮球进入奥运会，参与人数
一下呈井喷式增长， 如今球馆每个月都
有比赛，每次比赛限额48支参赛队，一个
晚上就报满了。

以接“散客”为主，经常组织草根赛
事，打造“网红”战队……“三秒区”之所以
成为众多篮球爱好者必去的“打卡点”，离
不开场馆成功的市场定位，也离不开两位
“女当家”对篮球事业的倾力付出。

体操运动员出身的付煊是个地道的
长沙人，2000年全家移居深圳，3年前退休
后的她机缘巧合与湖南草根篮球结缘，便
一发不可收拾。“可能因为自己当过运动
员， 我特别喜欢跟有活力的年轻人一起做
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抛夫舍儿’回来投
身体育事业。”付姐跟记者打趣说，平时“三
秒区”的队员、工作人员都会亲切地叫她付
姐、付姨，甚至付妈妈。说完，付姐匆匆忙忙
赶往长沙南站，她回深圳的高铁只有两个
小时就要发车了……

首个主场恶战两个加时

金健米业男篮霸得蛮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在24日晚进行的

NBL联赛常规赛第3轮争夺中， 缺少了梅奥的长沙金健米
业男篮经过两个加时， 以111比103击败贵州古雾堂茶队，
获得赛季首个主场的胜利。

贵州队是金健米业男篮的老对手， 就在新赛季开始
前， 两队还在长沙进行了两场热身赛。 因此， 双方尽管都
对阵容进行了调整， 依然是知根知底， 关键在临场发挥。
本场比赛， 金健米业男篮坐镇主场， 由于梅奥禁赛一场，
实力受到较大的折损。

比赛如预期一样焦灼， 尽管金健米业男篮大部分时间
保持领先， 但领先优势始终在4分左右。 第四节战罢， 两
队战成85比85。 第一个加时结束， 双方又战成97比97。
第二个加时， 黄镇成为关键球员， 他在加时后半段先是命
中三分球， 随后又助攻麦克莫罗， 帮助球队确立5分的领
先。 最终一分钟， 随着麦克莫罗命中两粒关键罚球， 金健
米业男篮最终以8分的优势获胜。 全场比赛， 虽然金健米
业男篮缺少了梅奥， 但队长姜君奇扛起进攻大旗， 拿到全
场最高的34分。

赛后， 金健米业男篮主帅黄文龙表示： “本场比赛我
们的防守表现更好， 进攻上缺少火力， 也不够稳定， 还要
继续磨合和提高。 黄镇的三分球十分精准， 他打出了自己
的技术特点。” 姜君奇说： “拿下这场艰难的比赛， 是靠
全队的拼搏和球迷的支持。”

目前3轮战罢， 金健米业男篮取得2胜1负的战绩。

“三篮”大战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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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

“篮”不住的荷尔蒙

� � � � 5月25日晚，2019国
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
小组赛，中国男队（白色
球衣）队员上篮。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