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徒步路上，有“守护”的力量

� � � �历经2天共计38公里的路程， 2019 “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
（泸溪站）11月10日顺利结束，宣告2019年度“穿西之旅”就此落幕。

造访泸溪，记者首次深入活动幕后，探寻这场盛大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背
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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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时间11日13时49分（当地时间11日16时49分），搭载着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雪龙2”号极地
科考破冰船驶过南纬60度，完成穿越“咆哮西风带”，首次进入南极地区。图为11月11日，“雪龙2”号穿越西风带进入
南大洋。 新华社发

“雪龙2”号首次进入南极地区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王亮）
昨天，湖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匠人工坊”
之千人晋段考试在长沙举行，来自省内各
市州的1006名跆拳道练习者参加。

11月9日，所有参加晋段考试的考生进
行了统一的考前培训，培训后率先进行了理
论笔试考试， 考核内容为跆拳道理论知识。
10日上午的实操考试分别就考生的礼仪、
基本姿势、柔韧、腿法、品势以及实战等方面
进行了考核。来自岳阳求索跆拳道的黄科瑞
今年12岁， 他说：“练习跆拳道虽然很辛苦，
但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 最终成为黑带高
手，让我练习起来充满劲头和乐趣。”

本次晋段考试由中国跆拳道协会主
办，湖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承办，湖南兴
运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和湖南秀田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协办。

千人晋段考试长沙举行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郑
丹枚 通讯员 李定明 ）11月10日下午，
2019“羽你湘约”湖南省大众羽毛球赛暨
第七届邵阳(宝古佬)羽毛球邀请赛在邵阳
市落幕。经过3天激烈角逐，江西国宝李渡
队、武汉均安队分获冠、亚军。

邵阳(宝古佬)羽毛球邀请赛2013年
由长沙宝古佬羽毛球俱乐部牵头策划承
办，至今已举办7届。从今年开始，该项赛
事被省体育局评定为业余体育活动“精品
赛事”，升格为“湖南省大众羽毛球赛”。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邵阳市政府主办，
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全省各
市州的44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加。

省大众羽毛球赛
邵阳收拍

� � � � 据新华社雅典11月11日电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
作的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希腊语版，10日起在希腊最
具影响力的商业媒体集团天空传媒集团旗下天空电视台网站
上线开播。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希腊语版也于
当日起在雅典-马其顿通讯社网站和新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选取了习近平主席在其讲话、
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名言名句和历
史故事，围绕“为民”“立德”“修身”“家风”“孝道”“廉政”
等不同主题， 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刻理解和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的理念。

这部专题作品此前已被翻译成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
和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全球发布，获得广泛关注和热评。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作的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
走在大路上》希腊语版，也于10日起在希腊官方媒体雅典
-马其顿通讯社网站和新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我们走在大路上》以详尽的史料生动讲述了古老的
中国大地上70年来发生的巨变。 目前， 此片已被译成英
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18种语言在全球陆
续发布，获得广泛关注和热评。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希腊语版上线开播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工信部获
悉，携号转网目前已在全国试运行，并将于11月底正式施
行。工信部已于11日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特别
提出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将携号转入用户视同为本网新
入网用户，严格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有关规定，并确保
携号转入用户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同等权利。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 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
行。全国携号转网系统已上线试运行。

携号转网已在全国试运行

� � � � 据新华社雅典11月11日电 当地时
间11月1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典同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会谈。

习近平指出，几天前，总理先生率团赴
上海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据统
计，希方在本次博览会上的成交额比上届增
长2.5倍。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愿为包括
希腊在内的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中希关
系有两大纽带，一是文明交流，二是互利合
作。两个文明古国要携起手来，更多造福两
国人民，更好促进人类进步。

习近平就中希务实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希腊

建设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战略对接，早日
将比雷埃夫斯港建设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
集装箱中转港，充分发挥其海-铁联运枢纽
作用，提升中欧陆海快线的运能。

二是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规模，加强
电力、通信、制造业、金融等领域合作。中
方愿进口更多希腊优质农产品，鼓励更多
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希腊投资兴业。

三是深化人文交流。 要守正创新，既
要在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中交
流互鉴，承前启后，又要从当今世界发展
潮流中革故鼎新， 开辟未来。 双方要以
2021年互办中希文化和旅游年为契机，
促进人员交往和地方合作，支持在科技创
新领域开展合作，包括联合研究。

四是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希腊是
欧盟重要成员国和巴尔干地区重要国家。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丰富了中欧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方愿同希方一道，
建设好这一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多赢。

习近平强调，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挚友如异体同心。”平等
尊重、友好合作、开放包容、勇于进取是我们
两个伟大民族共有的特性，也是我们共谋发
展的巨大动力。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希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米佐塔基斯表示，中国是伟大的文明
古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独一
无二，堪称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中国扩
大对外开放，将为包括希腊在内的各国提
供更多机遇。 希中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希
腊人民感谢中国在希腊经历金融危机时
给予的宝贵帮助。希方将继续在涉及中方
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希方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将比雷埃夫斯港建

设成为欧洲最大港口， 带动欧亚互联互
通。希腊希望成为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门
户，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这
将有力促进希腊经济增长和当地就业。希
望双方加强船运、能源、电子商务、文化教
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希方不认同中
东欧国家-中国合作会分化欧洲的说法，
将继续致力于这一合作，并为推进欧盟-
中国整体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我相信，您
的访问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成为希中、欧
中关系发展新的重要里程碑。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会见了记
者，并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涉及
投资、港口、金融、能源、教育等多个领域。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
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

习近平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会谈

图观天下

汽车爆炸

收回租地

� � �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11月10日宣布， 约旦即日起正式
废止1994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定部分内容， 收回租借给
以色列25年的两块土地。这是11月9日，人们参观约旦租借给以
色列的两块土地之一———巴古拉。 新华社发

� � � � 11月10日，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地区发生
一起汽车爆炸袭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图为
当日，一名儿童站在爆炸袭击现场。 新华社发

数说中国

� � � �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金融统计数
据显示，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613亿
元，同比少增357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0月末人民币贷款
余额150.59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个和0.7
个百分点。10月份，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为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3587亿元，
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增加1262亿元。

另外，10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372
亿元，同比少增1163亿元。

6613亿元
10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6613亿元

� � � �记者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
2019年1月至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98.3
万辆，同比增长11.7%，行业运行存在压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10月，汽车产销总体继续回升，但回升
的幅度仍较低。 当月汽车产销229.5万辆
和228.4万辆，环比增长3.9%和0.6%。其中
乘用车市场消费需求没有明显改善，商用
车在加快更新淘汰及投资拉动的作用下，
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2019年1至10
月， 汽车产销2044.4万辆和2065.2万辆，
产销降幅比1至9月收窄。

11.7%
1至10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1.7%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现场“管家”，
在细节中忙碌与快乐
11月9日早9时，2019“走红军走过

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泸溪站） 如期
而至。选手刚出发，小凤就急忙赶赴首
日露营地，准备后续工作。

每次“穿西之旅”，都有约16名活动
执行人员， 小凤和其余3名女生的活儿
以“细节”为主———对接选手、核实信
息、安排吃住、撰写文案等。

每站活动都有300余名选手从全国
各地赶来，抵达时间、饮食习惯甚至个
人性格不尽相同，需要小凤和同事们耐
心地协调沟通。“提前3天到达比赛地开
始准备”，是她们的纪律。

徒步活动，选手们水平不一、进度
不同，小凤得一直在营地待命，协调串
联前后方，并准备篝火晚会；待选手到
达首日终点，她还得组织选手们“安营
扎寨”……她像现场管家，忙得像个陀
螺一样。

虽然忙碌，可小凤觉得自己收获了
许多别样的快乐———曾因营地房间不
够， 她跟同事们就在猪圈边睡了一宿；

沿着赛事举办的足迹，她尽情领略过大
湘西的动人风貌；忙碌过后，选手们的
感谢与点赞都令她无比动容。

11月9日晚23时，记者和小凤等3名
女生挤进了当地一间简陋农房。她们很
快睡着了———次日清晨6时， 她们就得
张罗选手们的早餐，然后目送他们再出
征。

探路“专员”，
在风雨兼程中前行

“穿西”已走过5年时光，仅2019年
便有6站赛事。如何保持线路新鲜感？这
得问“二毛”。

“二毛”名叫崔亮，曾多次参与活动
前期踩线。11月9日下午，记者在活动现
场找到了皮肤黝黑的他。

“选手们每次几十公里的赛道，都
是我们尝试走过几百公里后筛选出来
的。”崔亮告诉记者，每站活动开始前，
团队都会有2名探路专员深入当地，在
当地村干部协助下“找路”。

可神秘大湘西有许多野路鲜为人
知，探路员只得“求助”当地人———猎
户、采药人、砍柴人通常是最好的向导。

“他们总能带我们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
路。我们如果觉得合适，就会联合当地

村民把这条路给‘凿’出来。”
在崔亮看来，当地向导能为新赛道

的设置带来灵感，专业探路员能结合体
验度、观赏性等要素多方考量，如此合
作更有利于精美赛道的打造。

风雨兼程中，他已不记得吃过多少
沿途农家的可口饭菜、新鲜果实，感受
过多少朴实的“大山人”满满的热心。崔
亮说，每当看到赛道上那一面面迎风飘
扬的“引路旗”，心中的感动就会油然而
生。

明星志愿者，
一直在做“美好的事情”
“打算买个小蛋糕庆祝一下，感谢

选择坚持的自己。”11月10日下午，黄靖
淅在从泸溪返回长沙的大巴车上发了
条微信朋友圈。这一天，距离他首次踏
上“穿西之旅”，刚好四年。

2天时间全程跟随幕后团队， 记者
时常能看到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搬运选手行李、摆放活动物资，动作干
脆麻利。他们中，当数今年22岁的黄靖
淅最有“名气”。

2015年，刚进入大学的黄靖淅在高
中老师带领下来到崀山，参与了那一次

“穿越大湘西”志愿者工作，彼时，他全
程都在搬行李，却因此认识了许多新朋
友，这让他挺惊喜。抱着“再试试”的心
态，2016年他又报名了， 那一年他学会
了沿线跟着探路员贴路标。

此后每逢“穿西”，黄靖淅都准时出
现。在他看来，从事志愿服务能锻炼意
志、培养责任心、结交朋友，还能“顺道”
领略不同地方的美景，“看上去不起眼
的工作， 却能为那么多选手减轻负担，
我很自豪。”他一直在强调，自己在“穿
西”中成长不少。

现在的他，还组建了一个“志愿者
服务群”。此次泸溪之行，16名朝气蓬勃
的志愿者都是黄靖淅在群里“招”来的。
他说， 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件

“美好的事情”。
11月10日晚，黄靖淅果真买了一个

蛋糕，又发了条朋友圈：“我期待每一次
相遇，也感谢每一次相遇。”

� � � � 11月10日，2019“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泸溪站）收官。图为11月9
日，选手在徒步中。 通讯员 摄

� � �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自2009年设立以来， 在加强对困难群众
及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方面成果显著。截至
今年10月，项目共支出9.1亿元，直接受益
群众超过81万人。

这是记者11日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
会、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举
办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
目”实施十周年第三方评估启动仪式上获
悉的。 （均据新华社电）

9.1亿元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10年支出逾9亿

下期奖池：2091270342.29（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01 3 7 9
排列 5 19301 3 7 9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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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9 10 13 18 23 30 06+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0

10000000 60000000

0--

� � � � 据新华社圣保罗11月11日电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制作的两部葡萄牙语版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和《我们走在大路上》11日在巴西旗手传媒集团电视新闻
频道和艺术频道黄金时段及新媒体平台开播上线。 这两
部专题片是首次在巴西播出。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
海雄，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陈佩洁，巴西圣保罗州州长多
利亚，巴西国会巴中议员阵线主席皮纳托，巴西旗手传媒
集团总裁萨阿德等出席开播上线仪式。

这两部作品此前已被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
多种语言在全球发布，获得广泛关注和热评。

当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旗手传媒集团合办的日
播电视新闻专栏《中国故事》也同时推出。这档专栏节目
选取每天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新闻趣事， 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旗手传媒集团是巴西主流综合性商业媒体集团，其
电视台、电台的影响力长期位居巴西和南美洲前列。旗下
拥有40多个传媒品牌，覆盖人口超过1.5亿。

葡语版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巴西首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