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周倜）2019
年湖南第三届体育旅游节26日在邵阳新宁县
崀山景区举行。 伴随秋日细雨，9大主题活动
轮番上演，数千名运动爱好者感受运动激情。

本届体育旅游节主题为“健康湖南，韵动
崀山，体旅融合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突出
“全民参与”的主线，旨在推动体育与旅游产
业的进一步融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嘉宾文化交流与体
验系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第三届湖
南体育旅游节开幕式、崀山公益马拉松、湖南
省大学生街舞大赛、国民体质监测、定向越野
大赛以及音乐嘉年华等活动的举行， 让大美
崀山多了一份“韵动”气息。

10公里马拉松跑赛后， 新宁人唐冬平告诉
记者，如此盛大的体育旅游节在崀山举办，自己

此次专程从长沙赶来，为家乡喝彩。
“举办本届湖南体育旅游节，旨在推动我省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持续加快我省
体育旅游新业态发展， 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在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看来， 加快发展体育旅游产
业，已然成为推动体育与旅游转型升级、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邵阳市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新宁县人民政府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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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月27日，2019长沙国际马拉松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完赛，
24000名参赛者，用脚步丈量长沙这座博古通今的“红”城———

长马，雨中一抹绚丽的“红”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邹奶奶，毛主席对您说了什么‘悄悄
话’？”

10月23日，视频里，长沙同升湖实验
学校C1803班的3名小记者坐在病床旁，好
奇地向邹淑香老人发问。视频外，班里的同
学们目不转睛等待答案。

这是一次特殊的班会， 起因是微信朋
友圈转发的一则消息。

点开链接，首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
读者大赛正在走进校园， 孩子们自信地朗
读着《湖南日报》上的文章，意气风发。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一位14岁孩子
的母亲雷女士无意中看到这则消息， 深受
感动，联合学校家委会，向湖南日报朗读者
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请， 希望在孩子所在班
级也举行一场朗读活动。

组委会工作人员与雷女士对接过程
中，得知她家里有名“老革命”，名叫邹淑
香。 邹奶奶已经87岁高龄，14岁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天津、护南京，
两条腿走遍大半个中国， 一生都在从事军
队医疗教学工作。

考虑到邹奶奶的身体状况， 组委会工
作人员与学校、家委会决定，派出小记者采
访，以视频的形式，向同学们呈现邹奶奶的
初心、信仰。

“许多小战士在我面前倒下，他们的口
袋里，还装着入党申请书和家人的照片，这

些画面让我至今都忘不了。” 10月22日，小
记者坐在长沙市中心医院老干病房里，听
邹奶奶回忆往事，眼角泛起泪花。

对这些初中生而言， 邹奶奶的学习经
历最令他们敬佩。出生在“日伪”统治之下
的邹淑香，参军之前连中文都不太会说。部
队行军途中，七八公里一次短休息，15公里
一次长休息，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发愤学习，
仅用一年半时间便念完了高中课程。 抗战
中，她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看到小记者们惊讶的眼神， 邹奶奶笑
着告诉他们：“毛主席说， 要好好学习。”随
后，她指着身边的《湖南日报》亲切地说，
“来，你们把这段话读给我听听。”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
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听完小记者的朗读，邹奶奶满意地点
了点头，“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

教室里，朗读《湖南日报》头版文章《不
忘初心使命 永立时代潮头》 的声音响起。
“今日之中国，接续昨日的荣光，开启明天
的希冀， 处处澎湃着党的创新理论引路指
向、凝心聚力的深厚力量，处处奏响振奋人
心的追梦乐章……”

“从前自己只在历史书里看到过革命
的故事，今天听了邹奶奶的事迹，读了‘不
忘初心使命’的文章，让我更加清楚认识到
自己肩上的使命。 每一个中国青年都有责
任为了祖国的富强努力奋斗。” 朗读完毕，
学生杨景翔情不自禁地感叹。

病房里的“老革命”
教室里的“朗读者”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弥郁）昨
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物来
到株洲，参加中国动力谷汽车产业论坛，一起探讨新能源电
动汽车高质量发展大计。

该论坛由株洲市政府、北汽集团共同主办，主题为“新
技术、 新动力、 新模式———赋能新能源电动汽车高质量发
展”。“专注提升品质，强化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打造差异
化、特色化的产品和服务。”论坛上，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
发表真知灼见。

谈及纯电动汽车在“后补贴时代”如何发展，工信部原
副巡视员李万里认为，纯电动汽车应回归“短途车”定位。未
来，在“双积分”政策引导下，混合动力汽车将成为中国汽车
市场主角。

北汽股份总裁陈宏良、中车时代电动总经理刘凌、湖南
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晓明等嘉宾， 围绕新能
源汽车下一步发展路径等各抒己见。

株洲举办中国动力谷
汽车产业论坛

混合动力汽车将成为市场主角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当运动成为生活态度， 更多
人加入“红色长龙”

27日6时许，长沙地铁1号线的安检通道
已排起了一条“红色长龙”。

尽管清晨的长沙阴雨连绵， 但车厢内好
是热闹，乘客清一色身着红色参赛服，活力十
足。为了保障“长马”选手便利出行，长沙地铁
编制专用运行图，全线提前至5时30分运营。

“你的手环、号码簿都戴好了吗？第几次
‘跑马’？”车厢内不再如往日般人人低头玩手
机，这里有相约参赛的跑友，也有因赛结缘的
新朋友，大家相聊甚欢。

记者也有幸结交了一位“邻居跑者”。
居住在记者隔壁小区的向和平， 过去在

部队开装甲车，2014年转业到了社区工作，
是一位全马跑者。“这是我第四年参加‘长马’
了，虽然啤酒肚跟着年龄一起大了，但跑步的
习惯，我一直从部队坚持到了现在。”9月底，
向和平刚刚从柏林马拉松跑完回来。“主要的
收获其实并不是成绩上的， 而是当地跑步的
氛围让我印象深刻， 单是跑全马的就有4万
多人，挺震撼的。”

向和平说， 马拉松不同于其他竞技项目
的“锦标性”，它的精神是“挑战自我、超越极
限、永不放弃”，能够平安完赛就是一种跑步
的态度。来到现单位后，他也带动了不少社区
同事“跑起来”，他们虽然跑龄不长，但本次也
有好几人报名参赛，向半马发起冲击。

今年是“长马”走过的第5年，报名人数达
到56881人，创下新高，最终中签参赛的选手
也从首届的1.5万人提升到了2.4万人。 马拉
松，不再是专业跑者的专属舞台，而已成为当
下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更多普通人加入到
这条“红色长龙”，畅享健康理念。

当“历史文化古城”遇见“新
晋网红城市”

上午11时左右，更多全马选手陆续抵达终
点，稍作休整后，他们有序进入贺龙体育场内
领取完赛奖牌及纪念品。场地内，有的人在大
摆pose欢快合影，有的人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展
示别具特色的“四羊方尊”奖牌，有的人在与家
人视频分享满满的正能量……

当“历史文化古城” 遇见“新晋网红城
市”，长沙“红”了！

“我们24日就到长沙了，第一站当然是
去橘子洲瞻仰毛主席像， 真是让人肃然起
敬！”来自江西黎川县长跑协会的杨拓第一次
来长沙， 每年会跑四五个城市马拉松的他表
示，长沙的美食与红色景点令他流连忘返。

50岁的李丽贞来自佛山，十余年前她曾来
过一次长沙， 直言如今已完全不认识了。“现在
的长沙也像广州一样，市中心有高楼林立，周边
有书香美景，还有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印象太
好了！”李丽贞兴奋地告诉记者，前一日她还去
了网红美食店“文和友”，不仅品尝到好吃地道
的“老长沙”味道，还令朋友圈的众多跑友好生

“羡慕”。李丽贞表示，明年一定再来！
跑一场马，识一座城。作为新晋网红城市，

为了体现长沙博古通今的特色，“长马” 组委会
早早便精心设计———不仅将坡子街、 李自健美
术馆等“网红”打卡点融入赛事线路；完赛奖牌
也别出心裁，正面的国宝“四羊方尊”，加上背面
的爱晚亭造型，让长沙元素无处不在。

2019年6月“长马”正式升级为国际田联路跑
铜标赛事，今年将继续向“银标赛事”发起冲击。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佳蔚）昨晚，雅韵三湘·音乐经典
长沙交响乐团2019“一带一路”国际巡演
汇报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上演。11月，长沙
交响乐团将应邀到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
斯演出6场。

本次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
省演艺集团主办， 长沙交响乐团团长肖鸣
执棒，长沙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音乐会曲目
丰富，风格多元。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
曲》以美妙动人的音乐语言、庄严宏大的艺
术形象，描绘了人民庆祝节日的景象；俄国

作曲家鲍罗丁的《波罗维茨舞曲》，融合了
波斯音乐和俄罗斯音乐风格； 国家一级作
曲家肖雅瑜的《寨外》，表达了对祖国大好
山河的热爱之情……

据悉，应乌克兰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白
俄罗斯国家音乐厅、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爱
乐乐团邀请，11月1日至11月17日， 长沙交
响乐团将赴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演出
6场。其中，将于11月14日在圣彼得堡爱乐
音乐厅举行的“人民的友谊” 音乐会，是
2019第八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的重
要活动之一。

长沙交响乐团“一带一路”
国际巡演汇报音乐会举行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7日

第 201928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23 1040 43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81 173 204313

2 3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7日 第2019123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674286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36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96004
6 3867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291
126658
1920703
13133272

94
4283
68649
456861

3000
200
10
5

0606 17 28 3008

图为参赛选手冲过起点。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芳 摄影报道

2019年湖南第三届体育旅游节崀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