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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回顾2016，湖南的体育“大餐”可谓色香味俱全：奥运会上，体育湘军发挥出色拿下2金3银3铜；全民健身百花齐放，
举办活动数百场；湖南勇胜男篮建队，填补我省本土职业男篮的缺失；环洞庭湖新能源汽车拉力赛横空出世，象征着体
育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

2016，品“湘味”体育

� � � � 8月8日， 里约奥运会举重赛场， 龙清泉获得男子56公斤级冠
军。 图为龙清泉在在颁奖仪式上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 � � � 图为 2016年
11月24日， 湖南
勇胜球员在宁乡
训练。 傅聪 摄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50 5 1 9
排列 5 16350 5 1 9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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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通讯员 辛怡林 王明义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2月8日早上8时，临澧县中医院
正进行行政交班，总是提前到岗的政
工人事股股长王小平却没有出现。此
时，院党委书记苏静接到王小平爱人
的电话，说王小平一夜未归。同事忙
跑向王小平的办公室。 室内亮着灯
光，但大门紧闭。同事撞开办公室的
门，发现57岁的王小平倒在地上……
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未完成的医院党
委年终廉政汇报材料。

去年6月25日，家住石门县蒙泉镇
的62岁农民胡青山来到临澧县中医
院，指名要王小平为自己诊治眼疾。

王小平医术精湛，被称为“临澧
眼科第一刀”，加上他始终坚持“做一
台手术、留一个精品，治一个患者、交
一个朋友”，多年来，像胡青山这样慕
名而来的患者不少。

眼科医生陈双双告诉老人，王小
平从2006年开始担任政工人事股股
长，主要做行政工作。但老人还是希
望能给王小平打个电话。

王小平立刻来到眼科为胡青山
检查。老人患了双眼白内障，病情严
重，必须尽快进行手术。王小平请老
人打电话叫家里人来陪护。

不料， 老人一下伤心地哭起来。
原来，老人的两个儿子和老伴都已去
世，孤苦无依。王小平赶紧安慰老人：
“不要紧，您先住院，我负责！”

王小平为老人请了专职护工，并
自掏腰包支付护工每月2500元的工
资。 王小平优先为老人做了手术，每
天到病房陪伴老人4次， 两人像爷儿
俩般聊天。一个月后，老人恢复健康，
拉着王小平的手眼泪直流。

对病人的不舍，源于王小平刚参
加工作的经历。1976年，17岁的王小
平主动成为一名驻村医疗工作者。他

亲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 许多人因
病致贫的困苦，立志练就过硬本领，为
农村群众排忧解难。从医40年来，王小
平为农村特殊困难户捐款捐物达83万
余元，与病人攀亲交友2459人。

在有450多名员工的医院负责政工
人事工作，是不少人眼里“很有油水”的
美差。王小平不这么看。在他的办公室
里， 有一块醒目的警示牌：“对事不对
人，严明执纪，拒绝红包，廉洁奉公。”

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弟媳上班迟
到8分钟，按规定应罚款100元、全院
通报批评。王小平依规处罚，妻子怎
么说情也不管用。

县中医院招护士， 必须高校毕业
证、护士合格证两证齐全。今年4月，王
小平发现有个新聘护士只有中专毕业
证， 没有护士合格证。 他不管领导的
“招呼”，坚决拒收这名护士父亲送的1
万元红包，硬是把这名护士辞退了。

担任政工人事股股长10年，王小
平执纪严明，处理违纪违规127人次，
退回红包礼品价值达73万元。他的工
作受到了多方好评， 多次被评为市、
县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最佳
医务工作者， 被县政府授予二等功、
三等功。

10台车相当于
1个“野战医院”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赴江华演练、义诊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玉林）12月22日
上午，包括手术车、医技车等10台
车，以及40多位湘雅二医院专家在
内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从湘雅
二医院整装出发，赴江华瑶族自治
县开展长途拉练、送医下乡。

记者在现场看到， 手术车、医
技车、药品器械车、能源保障车、生
活保障车、重症转运车、门诊车、宿
营车、检验车、通讯指挥车全部装
备到位。救援队队长袁运长介绍，这
10台车的装备相当于一个“野战医
院”，具备了急救、门诊、外科救治、
监护治疗、化验和医疗供应等功能，
能满足边远地区紧急就医的需要，
可完成化学检验、X光线检查、 彩超
检查，可进行小型急诊手术。

� � � � 湖南日报 12月 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今年治病，
医保报销了3万多元， 还领了医疗救
助金，基本没给家里带来负担。”12月
21日，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二渡水村
村民陈铎园说， 他家是因病致贫户，
得益于医疗救助，现在不再为医疗开
销发愁了。

苏仙区因病致贫户有564户1586
人，约占贫困户总数12%。为减轻贫
困户医疗负担，今年4月，该区出台了
贫困户住院
医疗救助实
施细则。

据了解，
目前，苏仙区
实施“三配
套 ” 保障工
程，即政府安
排部分医疗

保障费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患重大
疾病的，其住院费用经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民政救助及政府购买的商业保
险报销后，为其解决剩余部分60%的
费用；区属公立医院对贫困户住院治
疗费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等报销金
额后，减免剩余医疗费用20%；区财
政出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统一购买
农村意外健康综合补充保险。

今年来，苏仙区已救助患病贫困
群众1331人次，救助金额500多万元。

用生命扛起责任
———追记临澧县中医院政工人事股股长王小平

苏仙区“三配套”
救助患病贫困群众

� �剁椒鱼头：
奥运湘军闪耀里约
里约奥运会共有13名湖南选手上

场比赛， 在举重、 体操、 田径、 花样
游泳等项目上收获2金3银3铜， 奖牌
排名全国第6位。

举重赛场上， 湘西伢子龙清泉以
抓举137公斤、 挺举170公斤和307公
斤的总成绩， 时隔8年再次夺得男子
举重56公斤级金牌， 并打破世界纪
录。 湘西姑娘向艳梅以抓举116公斤、
挺举145公斤和261公斤的总成绩， 夺
得女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

花样游泳， 孙文雁和李晓璐分别
在双人和集体项目上贡献了3枚银牌。
其中， 孙文雁作为中国花游队队长，
与黄雪辰搭档夺得双人自由自选银
牌， 刷新中国队在该项目的最好成
绩。

田径赛场， 衡阳伢子董斌在男子
三级跳远决赛中惊人一跃， 以17米58
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铜牌。 这是中国
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上收获的第一枚
奥运奖牌， 也是继朱建华在1984年洛
杉矶奥运会获得男子跳高铜牌之后，
中国选手在奥运会男子田赛项目上摘
得的第二枚奖牌。 此外， 商春松和谭
佳薪分别在体操女子团体项目上获得
铜牌。

回味：
剁椒鱼头是知名湘菜 ， 色泽红

亮、 鲜辣适口。 体育湘军在里约奥运
会上发挥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收获
了成绩， 赢得了尊重： 龙清泉的加冕
石破天惊， 向艳梅的迎难而上让人动
容， 董斌的突破令人振奋。

体育湘军在里约奥运会上的表
现， 有延续、 有突破、 有惊喜， 正如
一道剁椒鱼头， 看起来红艳， 闻起来
醇香， 品起来鲜辣， 令人难忘、 回味
无穷。

� �长沙米粉：
全民健身遍地开花
奥运赛场上， 我省体育健儿大放光彩、

令人瞩目，在湖湘大地，全民健身风头正劲，
从年初到年尾，活动之多如雨后春笋。

徒步穿越大湘西， 山地户外健身休闲
大会， 全民健身挑战日、 “我爱足球” 中
国民间足球争霸赛、 跑团联赛……这种各
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贯穿全年， 覆盖全省。
其中， 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累计举办6
站， 直接参与人数近两万； 全民健身挑战
日则席卷10个市州， 参与、 观看的老百姓
人数百万计。

据了解， 2016年全省各市州举办全民
健身活动数百起， 平均下来每天都有活动
上演。 活动多了， 范围广了， 全民健身的
理念自然更深入人心了。

回味：
长沙米粉是大众食品， 简单美味 。 全

民健身 ， 就如 “长沙米粉 ”， 每天都少不
了， 哪里都能吃到。

回顾2016年， 全民健身活动遍地开花，
既有足球、跑步这样的主流项目，也有徒步、
露营这样的新潮玩法，还有围棋、桥牌等智
力运动。不管你来自哪个生活圈子，年纪多
大，都能找到参与、展示的舞台。

� �辣椒炒肉：
勇胜填补职篮空白
今年3月份， 我省第一支本土职业男

篮湖南勇胜男子篮球俱乐部成立， 并参加
了2016赛季的NBL联赛。 湖南勇胜也是
继湖南湘涛后， 我省第二支本土打造的职
业球队。

作为NBL联赛的一支新军， 湖南勇
胜敢打敢拼， 最终在2016赛季NBL联赛
取得了9胜17负的不俗战绩， 在14支球队
中位列第10位， 与季后赛擦肩而过。 记
者从湖南勇胜男篮了解到， 俱乐部的目标
是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冲进CBA。 想来
不出几年， 湖南篮球迷就能在长沙看到易
建联、 郭艾伦展现技艺了。

回味：
辣椒炒肉是最知名的家常菜之一， 制

作简单， 好吃又下饭， 深受市场喜欢。 篮
球是全世界范围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职业程度， 市场化非常高。

湖南勇胜的出现， 弥补了我省本土职
业男篮队伍缺失的尴尬， 我省的球迷们有
了更多欣赏高水平篮球比赛的机会， 同时
也打通了我省篮球人才培养从小学到职业
队的通道。 毫无疑问， 湖南勇胜男篮的出
现， 将大大助力我省篮球的开展。

� �岳阳姜辣蛇：
“环洞庭湖”大做文章
近几年， 围绕我省独有的“江、 湖、

山、 道” 地形地貌， 涌现了一系列体育
赛事。 2016年， 环洞庭湖新能源汽车拉
力赛又横空出世， 备受瞩目。

环洞庭湖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10
月份展开， 围绕着洞庭湖， 分别在长沙、
益阳、 常德、 岳阳以及南县5地展开。 该
赛事是我省自主打造的首个“湘” 字号
国际性品牌体育赛事， 推广赛车运动、
宣传新能源、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未来
将连续5年在环洞庭湖经济生态区举行。

据了解， 围绕着洞庭湖， 2017年还
将举行环洞庭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回味：
全国各地 ， 能吃蛇的地方很多 ， 但

姜辣蛇这样劲道 、 鲜美的口味 ， 只有在
洞庭湖边的岳阳才能吃到。

环洞庭湖新能源汽车拉力赛是我省
自主打造的赛事 ， 也是全国第一个纯粹
“正宗 ” 的新能源车赛事 ， 开创了先河 。
与其他纯竞技赛事相比 ， 环洞庭湖新能
源汽车拉力赛不仅是一项汽车竞技赛事，
同时是体育产业和经济 、 旅游等产业相
融合的范例。

� �麻辣小龙虾
“长马德马” 齐头并进
2015年， 首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举

行， 1.5万的名额供不应求。 今年10月底，
第二届长马再次鸣枪， 虽然名额增加到2
万多， 依然一票难求。

长马来到第二届， 规模更大， 更加专
业， 也有了自己的小伙伴。 首届常德柳叶
湖国际马拉松赛在11月19日开跑， 共有1
万多名选手参加。

德马的出现， 给跑友提供了更多参与
马拉松赛的机会。 而与长马赛道设置在城
中不同， 德马围绕风景名胜柳叶湖进行，
跑起来另有一种风味。

回味：
人气最火爆的湖湘美食， 小龙虾说第

一估计异议不大。 小龙虾吃法众多， 口味
鲜美 ， 吃起来令人停不下手 。 近年在国
内， 最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非跑步莫属，
三湘大地同样如此。

德马的诞生，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也
满足了跑友的需求。 长马与德马的相继出
现， 直接印证了跑步运动的火热。 一旦爱
上跑步 ， 正如品尝小龙虾 ， 让人爱不释
“口”， 根本停不下来。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