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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冬泳，我健康，我快乐！”
26日，在湘潭湘江河东沿江风光带，
来自全国30个冬泳协会的800名冬
泳爱好者纷纷下水畅游湘江。

本次中国·湘潭首届“畅游湘江”

活动由湘潭市文体广新局主办， 湘潭
市冬泳协会承办， 活动旨在积极推动
全民健身并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
周年， 结合湘潭人文特点打造全国健
身品牌。 畅游起点设在湘潭湘江河东

沿江风光带一桥东侧， 终点设城市之
光城雕附近，全程约360米。

来自河北邯郸的石文胜介绍，他
从1984年就开始游冬泳，孩子从6岁时
开始冬泳，已坚持这项运动12年。在30

支冬泳协会队中， 有一支来自澳门的
代表队，领队梁泽华介绍，他们共有16
人参与此次活动，“赶来湘潭游冬泳不
仅锻炼身体， 更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
席诞辰122周年，意义非凡。”

2000人登高迎新年
26日，长沙梅溪湖桃花岭人头

攒动。2016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
会暨湖南省(桃花岭站)山地户外健
身大会在这里举行， 来自湖南、广
东、贵州、重庆等省市近2000名户
外登山爱好者参与活动。

9时许，健身大会在精彩的乐
队演奏和活力四射的健身表演中
拉开序幕。 本次登高活动分为专
业负重组和群众组，全程4.6公里。
其中负重组参赛选手以3男1女为
一组负重登山比赛。开跑后，专业
负重组一马当先向山顶前进，尽
管每人身负10公斤沙袋， 但队员
们个个健步如飞， 队友间相互扶
持，共同进退。最终，来自湘军跑
吧的4名队员一路领先，以33分44
秒的成绩率先抵达终点。

“这次活动安排有新年登
高、 极限自行车障碍攀爬赛、趣
味健身嘉年华等， 近2000人参
赛。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全民健
身运动中来。” 原省体育局纪检
组长曹任远介绍，由国家体育总
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的全
国新年登高健身活动始于1996
年，已连续举办21年，深受群众
喜爱。 本次活动将持续两天，27
日极限自行车障碍攀爬赛、趣味
健身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

体育·文教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9

责任编辑 李茁 蔡矜宜 版式编辑 张杨

湘大成“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基地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马天
华 赵婧秀）12月23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在北京
为全国首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究培训
基地授牌。湘潭大学作为我省唯一高校代表，与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8
所院校共同入选。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是共青团中央于
2007年启动实施的一项重大项目， 旨在通过开展理
论学习、实践锻炼、对外交流、志愿服务、能力训练等
方式，着力培养一批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素质突出、
作风过硬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该工程启动以来，团
中央、全国学联直接培养的大学生骨干近2000人，各
省级团委直接培养4.8万人， 各高校团委直接培养
100余万人。

湘潭大学依托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充分
发挥学科优势， 培育出了一大批信念坚定、 本领过
硬、素质较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学生中相继涌现
出全国道德模范、党的十八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军优秀地方大学
生干部、“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等一大批典型。

“225”工程打造医学领军人

湖南加强
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

晚元）12月26日，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
培养对象出国培训交流及集中培训班在长沙举办。
据悉， 我省将加大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对

“225”工程业绩优秀的培养对象，将向更高层级人才
项目推荐或破格提拔培养。

我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的实施目标是：
到2020年，在全省卫生系统引进、选拔、培养20名学
术水平领先， 在学科领域有显著地位和较高知名度
的医学学科领军人才；200名学术水平省内领先，在
学科领域有较高学术技术造诣的医学学科带头人；
500名学术水平省内先进， 在学科领域起骨干作用、
具有发展潜能的中青年医学学科骨干人才。 据悉，

“225”工程实施近4年来，省财政安排了1950万元的
专项资金。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方亦兵透露， 将向更高层
级人才项目推荐或破格提拔培养，对工作业绩较少、
培养指标完成不佳的人员对象给予“黄牌”警告，跟
踪情况，限期改正，建立淘汰退出机制。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廖佚） 近日， 邵阳市
绥宁县盐井村的高三学生张仁松接
到通知， 明年他可以免费去湖南商
务职业技术学院的帮扶订单班学
习， 毕业后还可以优先选择省供销
合作社直属企业。 据介绍， 这是湖
南商务职院在当地试点职教扶贫的
举措。

“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盐
井村坐落在绥宁北部最高峰宝鼎山
下，属地质灾害易发村，全村9个村
民小组、1266人，其中进入数据库的
贫困人口共89户329人。经过前期的
走访调研，湖南商务职院将在该村试
点开展精准帮扶行动， 双方达成了
“学习一项技能、获得一份工作、实现
脱贫梦想”的教育扶贫协议。根据协

议， 湖南商务职院将优先接收盐井
村贫困高中毕业生， 学习费用将通
过争取政策支持、 助学贷款的社会
扶助等方式解决；学生毕业后，还将
采取培训就业一条龙的“订单式”帮
扶， 由湖南商务职院根据企业要求
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职业技术培
训， 由省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优先
提供就业岗位。

“水墨潇湘·丹青本色”
双联展在长展出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由省美
协、省画院、省中国画学会联合主办的“2015年度湖
南省中国画学会‘水墨潇湘·丹青本色’双联展”在省
画院美术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中国画作品114件，包括水墨作品45
件，既有郑林生、禹海亮、李昀蹊、刘鸣等本土名家新
作担纲，也有孙磊、王永成、许国良等强势新锐加盟
参展；丹青作品有69件，特邀了中国当代青绿山水界
的成就卓著人物卢禹舜、方骏、刘云、林容生、旷小
津、方进、祁恩进参展，并遴选出本土丹青妙手石纲、
阳先顺、谭智勇、戴剑、石劲松等14位各具特色的艺
术家作品展出。本次展览持续至12月30日结束，面向
公众免费开放。

省中国画学会会长石纲介绍， 此次展览邀请了
来自全国的优秀艺术家来湘联展交流。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杨丹）“无尽藏———
杨福音中国画展” 今天在湖南烈士公园杨福音艺术馆
开幕，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画作品83幅。

杨福音说：“美留长沙，是为余愿。 ”这次画展适逢
杨福音艺术馆建馆10周年，也是他离开湖南20多年后
再返回故乡定居一年后创作的精心之作。“无尽藏”起
意于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杨福音将这三个字作为画
展的主题， 说明中国历代优秀画家是中国以及世界文
化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表达了他对前
辈艺术家们的倾慕与敬仰。所展画作独具匠心，自成一
格，其笔墨酣畅饱满，无拘无束，神形合一。

杨福音倡导“高雅艺术，平民姿态”。 据悉，艺术
馆10年来一直免费开放， 累计接待观众185万人次，
广受社会好评。

杨福音艺术馆：

10年免费接待观众
18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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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姚学文
刘凯希 娄歆月）未来5年，长沙将大
力发展民办普惠园，公办园、民办普
惠园、民办精品园的比例要达到4:4:
2，以进一步破解“入园难”和“入园
贵”难题。这是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教
育局获悉的。

截止到2014年底， 长沙市共有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或教

育机构1753所；全日制民办学校（含
幼儿园） 共有在校学生24.5万人，占
全市在校学生总数的13.4.%。

未来5年，该市将有计划地扩大民
办教育份额。 将完善民办普惠性幼儿
园财政补助机制，提高补助标准，扩大
补助范围，大力发展民办普惠园。鼓励
公办优质幼儿园对口支持民办普惠幼
儿园，提高幼儿园保育质量。

探索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完
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差异化
扶持政策体系；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政府补贴、
政府购买、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
激励、奖助学金、土地划拨、税收减免
等方面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支
持。完善民办学校管理政策体系，加快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虽然距离长，但和大家一起挑
战，彼此互相加油，跑起来更带劲。”
今年50岁的“老小伙”是一个资深
跑友，和朋友组了好几个队参加超
级马拉松挑战组的比赛。

26日上午， 2015跑族100·50
公里国际超级马拉松长沙橘子洲
站比赛在橘子洲开跑， 1000多名
跑友挑战本次比赛， 世界射击冠军
刘英姿及4位来自非洲的马拉松选

手领跑。
50公里国际超级马拉松是一

项国际知名赛事，曾在新加坡、香港
等地举办。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主
办，长沙市体育局、湖南大众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跑族上海体育文
化有限公司承办。比赛设超人组（单
人全程）、精英组（2人接力）、挑战组
（5人接力）、超越组（10人接力）共4
个组别，赛事采取半封闭的模式，以

橘子洲喷泉广场至洲头拐角处观光
道作为赛道。

比赛以组队形式为主， 大量跑
友组团参加，既有来自湖南大学、地
质中学等学校的小鲜肉团， 也有来
自政府单位、 企业机构的大叔御姐
团。比赛现场的交接点处，先行起跑
的选手还未到达， 接力的队友早已
探着头焦急等待。 完成接力的一瞬
间，加油鼓劲声此起彼伏。

26日8时，随着一声清脆的发令
枪响起，2015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
赛收官站暨王府井“1+1，跑起来”
活动在河西金星大道开跑。2500余
名身着火红背心的路跑爱好者从河
西王府井出发， 用健康跑的姿态点
燃了冬日的激情。

比赛沿金星大道至梅溪湖，终点
为桃花岭公园，全程10公里。在众多
路跑爱好者中，最出名的当属我省南
坡登顶珠峰第一人张晓帆。2013年，
张晓帆与队友从南坡成功登顶珠穆
朗玛峰。此后，他开始“转型”成为跑

友，2014年完成了人生首个马拉松
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赛，先后
参加了厦门马拉松赛、长沙马拉松赛
等马拉松赛。今年5月，他在长沙成立
了梨花跑团，短短几个月发展100多
名会员。这次，他带领30多名梨花跑
友参赛，“10公里赛程，是我们梨花跑
团的一次最好拉练，为明年长沙马拉
松赛做准备。”

一支来自长沙虹桥小学的队伍
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由82名学生和
家长组成，最小的只有6岁。周志勇
带着虹桥小学一（6）班的儿子参赛，

他告诉记者，“孩子虽然还小，10公
里肯定跑不完， 但我就是要带着他
一起跑步，一起挑战。”

最终， 来自贵州的罗能以30分
10秒87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女
子组冠军被沈青青以33分20秒47
获得。

2015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赛共
举办了3场。其中，6月7日在梅溪湖畔
启动首跑，10月18日成功举办2015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12月26日完成了
本年度的最后一跑，2015年长沙城市
马拉松系列赛至此完美收官。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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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2016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暨湖南省(桃花岭站)山地
户外健身大会在长沙梅溪湖桃花岭举行。 陈放 摄

1000跑友挑战超级马拉松橘子洲

26日，2015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赛收官站比赛在梅溪湖举行，来自贵州的罗能率先冲过终点。 陈宗昊 摄

题材广泛 风格多样
湖南省第七届油画展开展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陈薇） 最近， 由省
文联、 省美协主办， 省美协油画艺委会承办的“‘从
心出发’ 湖南省第七届油画展” 在长沙后湖国际艺术
园区高地美术馆开幕， 作为策展人， 省美协油画艺委
会主任党朝阳对此次展览的影响充满惊喜。

本次展览是继2010年湖南省第六届油画展后
举行的一次检阅湖南油画创作群的大型展览。 现
场共展出优秀油画作品200余幅， 题材涵盖人物、
风景、 静物等多个方面， 形式有写实、 抽象、 材
料等多种风格。 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1月18日 ,免
费向市民开放。

学习一项技能 获得一份工作
湖南商务职院积极开展职教扶贫

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赛收官梅溪湖

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长沙倾力发展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12月26日上午，长沙市橘子洲尾，冬泳爱好者畅游湘江。当日，来自省内外15支冬泳队的360名冬泳爱好者汇聚长沙，从橘子洲尾下水横渡湘江，最后在
风帆广场登岸会师，以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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