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中国自行车赛
第一阶段宁远收官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修梦依）9月14日， 伴随着永州宁远点对点赛的冲刺，2019
第10届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阶段顺利收官。

上午10时，发令枪一响，整装待发的赛车手如离弦
之箭，飞驰在青山绿水间。宁远点对点赛，全长131.8公
里，途中在28.8公里处设有一个冲刺点。两个四级爬坡点
分别位于45公里和95.2公里处。

经过激烈争夺，中国深圳喜德盛洲际队的米哈洛·科
诺内科夺得赛段冠军。本赛段结束后，太原美和居车手梅
耶尔斯获得个人总成绩最佳黄衫， 本法托成功将冲刺蓝
衫穿到最后， 象征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第一的白衫依然穿
在米其顿单车交易队小将郝然身上。

近年来，宁远县委、县政府主打“文体+旅游”品牌，
充分挖掘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以赛事促旅游，以旅游促发
展。 去年成功承办第9届环中国国际自行车赛宁远站比
赛，被评为最美风光赛段。

“中国面貌”变迁
年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首次征战就夺冠
“我们是冠军吗？像做梦一样！”赛后，

在更衣室的严美云/石凡君听到记者带来
的喜讯，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

55秒73！ 姐妹俩干脆利落地拿到了
高脚竞速女子2×200米接力赛冠军。

她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全国民族运动
会赛场，土家族姑娘严美云今年19岁，苗
族妹子石凡君今年17岁， 两人在湘西州
体校是同班同学。

上场前，跑第一棒的严美云直到最后
一刻才脱下运动服———郑州风大，可不能
让自己的状态“降温”了。

严美云对着天空大吼了一声。 发令枪
响，她迈出稳健的步伐冲了出去，弯道“过
弯”她并不擅长，在弯道区域便显得格外谨
慎，顺利过弯后果然很快取得领先；石凡君

“过弯”是强项，接棒后，她随即通过弯道进
一步扩大优势。“湖南队太快了！”场边的工
作人员和观众忍不住鼓掌。

石凡君率先冲线！ 严美云迅速跑过
来，两人拥在一起，热泪盈眶。

首次代表家乡征战， 对她们而言，偌
大的全国赛场上一切都是新鲜的。站在最
高领奖台，她们有点“手足无措”，石凡君
对着教练的手机镜头一个劲地“摆造型”，
严美云则在一边羞涩地笑。

青春，本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本就
是“不断站上‘新起点’”。

四年一剑终梦圆
第二次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 今年

21岁的姚敏终于“破茧成蝶”。
101比74大胜辽宁队选手赵环宇一

举夺冠，姚敏在9月14日蹴球女单决赛现
场成了不折不扣的“黑马”。

蹴球， 我国古代蹴鞠运动的一种形
式，如今有“用脚踢的斯诺克”之称。脚力、
脑力、眼力、体力都对运动员提出极高要
求。

2015年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 当时
独自上场的姚敏略显青涩，教练“指哪儿”
她“打哪儿”。

再次来到全国民族运动会赛场，她多了
一份稳重。瞄准了点再打，时刻提醒自己要

看球，即便在遭遇“逆风球”的情况下，依旧耐
心找寻机会，不仅抓住对手失误机会，更是
一举踢出两次“两连蹴”完成反超，最终夺冠。

“上一届我们经验不足，都没有‘地图
纸’，这次有了‘地图纸’，看着图就晓得往
哪里打，而且自己在心态上也成熟多了。”
赛后，姚敏说。

记者带着一丝不解，请教湖南蹴球队
教练杜文杰何为“地图纸”，他笑了。“这其
实就相当于是‘地形图’，场上的倾斜度、
球的方位、场地情况都能通过它看得更直
观。”他告诉记者，上一届赛会后，他四处
“求学”，通过多方请教，终于一点点摸清

了“地图纸”到底要画什么、怎么画，此后
运用到实际训练，终于起了大作用。

四年磨一剑，靠的就是永不停息的坚
持与探索。

老将出马底子强
秋千队再传捷报！ 在秋千55公斤级

单人高度赛中， 我省名将陈晓霞以预摆
11次， 高度10.6米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
成就全国民族运动会该项“四连冠”。

郑州的大风天气，给秋千赛场平添一
丝“悬念”。当陈晓霞在场上拿到了10.6米
的成绩后， 吉林队选手提出要挑战10.7
米。站在场边，陈晓霞不断给自己做心理
建设：“如果她能达到这个高度， 我也能！
就算要挑战11米我也不能怕！”

陈晓霞的自信绝非空谈。她在过去三
届赛会中一直是该项冠军。随着对手挑战
失败，陈晓霞将冠军收入囊中，成就了该
项“四连冠”，加上此前在55公斤级单人
触铃赛中夺冠，她在本届赛会上已取得了
两枚金牌。这也是湖南秋千队在郑州收获
的第5枚金牌。

射弩赛场老将“爆发”。在民族标准弩
女子跪姿决赛中，“四朝元老”黄秀娟一举
夺魁。

在过去几个比赛日，黄秀娟都没有金
牌入账。先后获得民族标准弩女子立姿赛
二等奖、民族传统弩女子跪姿赛二等奖。

此番挺进民族标准弩女子跪姿决赛，
考验着黄秀娟的是耐心、更是心态。

决赛只有五支箭，黄秀娟继续稳定发
挥，打出了49环接近满分的成绩，毫无悬
念成功登顶。“每拿出一支弩，我都要对自
己说一次‘不要怕，放轻松’。”赛后，黄秀
娟向大家分享自己在场上的感受。大家纷
纷竖起大拇指，为她的沉稳与大将风范点
赞。

时间、阅历和毅力，造就了老将们的
“大心脏”。

（湖南日报郑州9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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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不断爆发“湖南力量”，三湘健儿多点开花，
分别拿下秋千55公斤级单人高度、民族标准弩女子跪姿、蹴球女单、高脚竞速女子2X200米接
力四个项目的冠军，湖南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上已收获10个一等奖（金牌）———

多点“爆发”，日揽“四冠”

� � � � 9月14日，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高脚竞速项目继续进行。我省选手
严美云/石凡君最终以55秒73获得冠军。图为严美云在比赛中。 李焱燕 摄

和 谐 中 国
———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六

新华社记者 熊丰

“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古老哲学，
人类文明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70年来，新中国在发展中实现和谐。56
个民族、亿万中华儿女同心筑梦，奏响了百
姓和顺、城乡和美、社会和谐的美妙乐章。

“和”的精彩———
“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8月27日，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赵脯菠用堪称完美的表现一举
夺得焊接项目金牌。这个来自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95后”小伙，初中毕业后进
入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如今站上了世界
级最高领奖台。

知识改变命运。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4.5亿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 到今天我
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居世
界首位。70年来，亿万人民通过受教育实
现了人生理想。

和谐，是各展其能、各得其所。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每一个梦

想都可以拔节生长，每个人都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和谐中国，就有了最具活力的底色。

构建和谐， 不仅要促进个人的全面发
展，还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加法”———改革
开放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
增加到2.82万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 这是
一个也不能少的“减法”———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8年1660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42亿人，医疗

保险覆盖超过13.44亿人……全体人民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一
张张民生基础保障网，将一个个家庭的“小
幸福”，联结成整个社会的“大和谐”。

和谐，更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雷锋精

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如今，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

愿者超过1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12亿小时。

邻里守望、交通引导、关爱农民工、关
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深入生活的日
常平常经常，惠及人们的衣食住行。

70年来，从“学习雷锋好榜样”到“孝
老爱亲”“乡贤文化”，以和善居民、和美家
庭促和睦邻里、和谐村居。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熔铸成向上向善的精神气质，成为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良“家风”。

“和”的智慧———
“崇德尚法”推动“共治共享”

1963年， 浙江诸暨枫桥镇的干部群众
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
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
桥经验”。 走过半个多世纪，“枫桥经验”从
浙江诸暨发源，从之江两岸向全国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
国，世人惊叹，中国如何在深刻变革中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70年来，法治与德治相互融合。社
会在变革中和谐稳定，在和谐中生生不息。

从无法可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建成，法治在调节社会关系、促进
社会和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成为全体

公民的共同遵循。
被广泛认同的道德及时上升为法律；

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违
法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完善……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的光热，共同照亮
社会的每个角落。

———70年来，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
理再到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不断显现新气象。

从“小脚侦缉队”到“朝阳群众”，从
“刷墙贴通知”到“互联网+”，变化的是群
防群治力量不断增强、现实世界向虚拟空
间不断扩展，不变的是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共同助推社会和谐。

如今，促进和谐的“填充剂”越来越
多。 我国约40万个覆盖广泛社区社会组
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成为维护社
会和谐有序的最活跃“细胞”。

如今，化解矛盾的“减压阀”更加有效。
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5万多个，每年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上千万件，发挥了在协调社
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减震”“弥合”功能。

不懈的实践探索，中华传统治理智慧
和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的和谐中国实现
路径愈发清晰。自治法治德治、共建共治
共享，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推向新的高度。

“和”的发展———
从“和谐共生”到“天下一家”

4月28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如约而至。 步入园区，中国馆映入眼
帘。海坨山下，妫水河畔，一座外形如一柄如
意的半环形建筑舒展于青山绿水间。这是一
座会“呼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

北京世园会，让大自然的交响乐与人类
和谐相融，折射出的，是对人与自然规律的
尊重和遵循。

以最严格的制度守护生态、发挥环保
督察“利剑”威力、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今日中国，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是，绿
色不断拓展、蓝天越来越多、河湖更加清澈。

发展，不仅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更进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的更高境界。

立己达人， 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推
动构建和谐世界，更是今日中国的责任与
担当。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可持续
发展，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到
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在诸多需要担当
责任的国际领域，中国怀着“天下一家”的
情怀，尽己之力，贡献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敞开
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车”，以实际行
动提供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和谐的目光，总是兼及两边，既提倡
以和为贵，又坚持和而不同。

2019年5月，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盛大开幕。亚洲47个国家代表，拉美、
欧洲等其他地区代表就文明交流展开广
泛探讨。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
鉴、相互启迪。

“和”的力量，将涓涓细流汇成江海，
把点点纤尘积筑成山。

和谐，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让
不同文明在脚步间交融、让陌生的笑脸出
现寻常的街头， 和谐中国的生动画面，成
为中华民族逐梦路上美丽的风景。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 � � � �湖南日报香港9月14日电 （湖南日
报·华声在线·新湖南客户端特派香港报
道组） 狮子山坐落于香港九龙塘及新界
沙田的大围之间，同样端坐于香港人的精
神高地。9月14日上午，香港市民自发组织
维港之声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从狮子山山脚出发，一路歌唱“亲
爱的祖国，永远走向繁荣富强……”走向
山顶，将五星红旗插上狮子山山顶。

13岁的香港学生李浩文今天早早起
床，和父亲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跟着大
家的步伐，一边上山一边互相打气，他说，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参加
这样的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父亲教导
的话一定要听：“爸爸要求要多参加这样
爱国爱港的活动， 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
分，不要像那些示威者一样去搞乱香港。”

对任家奇和小伙伴张诚熙（音同）来
说，假期原本可以多睡一会，而且两个小
时的攀爬体力耗尽，当被记者问到这么累
是否值得，小朋友说：“值得，因为是支持
警察支持爱国。”

五星红旗飘扬狮子山顶

� � � �图为9月14日，
一批爱国爱港的香
港市民自发组织维
港之声活动， 登上
象征港人不畏艰难
精神的狮子山顶，
将五星红旗插上山
顶， 让五星红旗高
高飘扬。

湖南日报特派
香港记者摄影报道 下期奖池：2814001475.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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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50 1 7 1
排列 5 19250 1 7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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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 19107 05 09 19 27 35 02+0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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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1956年1月15日， 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 毛泽东和其他中
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
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大地上到处张
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1953年，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总路线的指导
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
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
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体经过了从
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
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 国家先后以
“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
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 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
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 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
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
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
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
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
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