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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湖湘青年风采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诗歌创作诵读大赛决赛在长举行
湖 南 日 报 5 月 22 日 讯 （记 者 陈 薇 ） 今天，

由省直工委主办、省文化旅游厅协办的“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湖南省直单位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诗歌创作诵读大赛决赛在湖南
音乐厅举行。近700名省直单位党员干部、团
员青年参与活动。
据了解，自4月以来，省直和中央驻湘单
位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广泛
开展了诗歌创作诵读比赛、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主题团日等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初
赛、复赛，《火炬》等15个线下原创作品从362
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在决赛中大放异彩。
今天的决赛以“百年回眸”“莫负青春”

“奋斗底色”“时代凯歌”四个篇章为主线，80多
名省直青年聚焦学习新思想、 礼赞新中国、弘
扬五四精神、讲好新时代湖湘青年奋斗故事等
重点内容，通过朗诵、音诗画等形式，回眸百年
青春奋斗史，讲述五四精神前世今生，热情讴
歌伟大祖国，展现省直青年的鲲鹏之志。现场，
选手们个个精神饱满， 每一首诗歌都满含深
情，每一组字词都燃烧斗志，呈上了一份形式
新颖、内涵丰富的精神大餐，展现新时代湖湘
青年的梦想、奋斗与担当。
—麻
最终，《拥抱春天》《为脱贫攻坚而歌——
阳赋》荣获大赛特等奖，《青春是一道光芒》等5个
作品获一等奖，《小芳》等8个作品获二等奖。

“中古中国思想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岳麓书院举行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通讯员 闫建飞 向松
阳 记者 左丹）5月18日至19日，
“
中古中国思想

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湖南大学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韩
国首尔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内外十余所高
校近40位学者与会。
中古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文明高
度发展的时期， 也是岳麓书院创办并迸发无

穷魅力的时期。与会学者围绕着“中古中国的政
治史、 制度史、 政治文化”“中古时期的中外交
流”“宋明理学”“海外宋史研究”“田浩先生学
行”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美国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田浩，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北京
大学邓小南、阎步克，湖南大学朱汉民，中国人
民大学包伟民等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主办。

保护穿山甲
湖南在行动
5月22日上午， 湖南
松雅湖湿地公园礼乐广
场， 省森林公安局刑侦支
队支队长吴晓刚给学生们
讲述侦破穿山甲走私大案
的故事。当天，长沙市林业
局、 长沙县人民政府举行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濒危
物种保护法主题宣传活
动， 唤起大众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2019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

5月22日，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在长沙火爆
揭幕。户外的比赛形式，精彩的比赛对抗，吸引了大批市民
—
观赛——

三人篮球，闪耀星城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三人篮球规则大不同
比赛节奏快，现场氛围火爆
本次三人篮球亚洲杯是继2015年男
篮亚洲杯后， 洲际篮球赛事再一次落户长
沙。
三人篮球场地小，大都在户外进行，延
续了街头篮球的“血统”。尽管是临时搭建
的场地，但绚烂的灯光、亢奋的DJ，让现场
氛 围 充 满 演 唱 会 或 者 拳 击 赛 的 感 觉 。22
日，率先进行亚洲杯预选赛，前来观赛的长
沙市民第一次观看这么正式的三人篮球
赛，火爆的氛围、紧张的比赛，让他们耳目
一新。
与五人制篮球十几人的阵容相比，三
人制篮球每队只有4名队员， 人员在比赛
中可随时更换。队员少，因此比赛时间短，
每场只有10分钟。不过，因为比赛攻守即
时转换，所以节奏非常快，强度甚至比五人
制篮球还要高。
计分规则上， 三人篮球完全颠覆了五
人制篮球的规则：三分线内进球算1分，罚
球也算1分，三分线外进球则算2分。取胜
条件分为两种，比赛打完10分钟，得分高
的队伍获胜， 或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
率先得到21分的球队获胜。

中国队阵容大不同
锻炼队员，多拿奥运积分
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相比，本次三
人篮球亚洲杯中国男女队的阵容进行了大
调整。 中国女队派出的迪拉娜·迪里夏提、
王丽丽、吴迪、张家赫，均是WCBA球员，
其中迪拉娜·迪里夏提是雅加达亚运会女
子三人篮球冠军成员。男队中，陈培东、李

企业技能大师担任职院产业教授
湖 南 日 报 5 月 22 日 讯 （记 者 余 蓉 通 讯
员 喻爱和 刘琳） 为进一步推动校企人才对

口培养，深化产教融合，5月17日下午，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技能人才入校担任产业教授
仪式在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三
一重工、中国铁建、广汽三菱等企业的19位
能工巧匠、 技能大师被湖南机电职院聘为产
业教授。
湖南机电职院坚持“立足长沙经开区、植
根装备制造业”，根据园区企业用人标准、岗位
要求和园区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打造与经开区
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专业布局，为经开区经济结
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据介绍，这

19位大师被聘为产业教授后，将走上讲台为学生
授课，和学校的教师结对子帮助其提高工程实践
能力，并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研讨。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部门负责人介绍，
技能大师进校园，直接参与人才培养、专业课程
设置等人才培养环节，不仅能培养出更适应企业
需要的人才， 还能让学生提前接触了解企业文
化，适应工作岗位，也有助于企业留住人才。
仪式过后，学院教师与产业教授开展了结
对子座谈及现代“芙蓉工长”人才培养模式研
讨。 双方就新时代企业工长的岗位工作标准、
人才素质标准、人才标准化培养模式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

增强校园应急救护能力

102名校医集体
“充电”
湖 南 日 报 5 月 22 日 讯 （记 者 段 涵 敏 通
讯 员 李 雅 雯 ）5月20日至22日， 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第十五期校医培训班在长沙举行，来
自长沙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102名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校医， 在省儿童医院接受
为期3天理论和技能培训。
为推动校园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于2016年启动校园医生培训
计划，拟通过培训校医、园医及专职健康老师
等师资力量，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预防

校园踩踏、传染病、集体食物中毒、自杀等公共
安全和卫生事件的发生。
此次，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湖南捐资120
万元，用于援建10个博爱校医室，并在长沙、株
洲、衡阳开展3期校医培训。据悉，湖南省儿童
医院为项目定点医院，培训内容涵盖“校医的
责任与担当、 儿童生长发育监测与身高管理、
常见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病、校园食品卫生与
安全、异物卡喉、常见外伤的紧急处理、突发校
园卫生事件及急救处置”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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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楠为职业球员，刘恒驿、郑毅是大学生球
员， 不过4人都不是去年亚运会冠军成员。
尽管阵容进行了大调整，不过8名队员都有
着丰富的三人篮球经验。
中国男女队积分都比较高， 因此直
接进入正赛，分别位于男子B组和女子A
组。 中国男队同组对手有新西兰队和预
选赛A组第一名，中国女队同组对手是新
西兰和澳大利亚队。 每个小组前两名晋
级淘汰赛，中国男队小组出线问题不大，
中国女队的前景就比较凶险， 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队都是一流的劲旅， 尤其是澳
大利亚队。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部部长柴文胜表
示：“亚洲杯是进军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
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将以最好的竞技状态应
对本次比赛， 锻炼球队实力的同时获取积
分。”柴文胜还表示，中国队之所以在每次
三人篮球赛都调整阵容， 也是想锻炼更多
的队员， 在东京奥运会前建立一个可供挑
选的三人篮球人才库。

亚洲三人篮球格局大不同
水平参差不齐，蒙古也是劲旅
三人篮球在民间历史悠久，备受追捧，
但在竞技赛事领域，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2017年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项目后，三人
篮球才获得快速发展。
虽然都是篮球，但由于发展历史、赛制
等不同， 三人篮球和五人制篮球在赢球的
“秘诀”上有很大差异。在世界篮坛，五人制
篮球强国，未必在三人篮球上表现出色。
以亚洲篮坛为例， 蒙古篮协将主要的
资源用于发展三人篮球， 因此蒙古三人篮
球队在亚洲位居前列，尤其是男队。另外，
卡塔尔队以及新近加盟亚洲篮协的澳大利
亚、新西兰队都实力不俗。此外，像伊朗、日

5月22日， 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
杯预选赛在长沙举行。 图为泰国队18号球
员在比赛中上篮。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本、 韩国这些五人制篮球实力雄厚的球队，
也具备一定实力。
年轻的中国三人篮球队去年包揽了亚
运会男女冠军，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由于发展时间短，重视程度不同，三人
篮球亚洲杯的竞技水平参差不齐。22日第一
天的预选赛中，三人篮球基础薄弱的萨摩亚
队就经受“成长的洗礼”，男队以9比21大比
分不敌伊朗队， 女队更是以1比21被菲律宾
队“痛宰”。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5月19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落幕。 来自我省长郡中学的高一学生谭嘉炜
—
斩获男子110米栏亚军，并与队友联手获得男子1000米异程接力赛银牌——

小个子“
跨”上世界大奖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淡定小子，穿着校服去领奖
5月16日， 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
的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
赛中，谭嘉炜像箭一般冲出去，很顺利地跨
过前9个栏，却碰倒了最后一个栏架。但他
仍然以14秒10的成绩，获得人生中第一枚
世界大赛银牌。
身披国旗绕场向观众致意时，谭嘉炜才
露出笑容，似乎对自己的失误有所“芥蒂”。
半小时后，他与队友站上了男子1000米异程
接力赛赛道。第一棒100米，谭嘉炜又一次爆
发，以领先的优势将接力棒传给队友。最终，
4个小伙子联手拿到该项目银牌。
第一次为祖国荣誉而战，这个16岁的
高一小伙子一鸣惊人。 长郡中学的官方公
众号第一时间转发喜讯， 学校内部群也炸
开了锅。时隔12年后，这所学校再次收获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奖牌。
看着谭嘉炜身披国旗的自豪模样，不
少人发现一个“笑点”：与所有获奖选手不
同，他竟穿着有“熊猫装”之称的长郡中学
校服，站上了世界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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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行李翻来翻去，还是觉得穿着校
服纪念我的‘第一次’ 更有意义。”5月21
日， 记者在长郡中学田径场见到了准备训
练的谭嘉炜。
关于克罗地亚的经历，“遗憾” 二字居
然从他嘴里蹦出来，“最后冲刺时， 有那么
一秒预感到自己的栏会倒，分心了。自己打
乱节奏，这是不应该的。”他告诉记者，世界
亚军的名次他心存骄傲， 可他觉得自己其
实可以做得更好。

科学训练，“变与不变”是良方
眼前1米72的瘦瘦小伙子， 看上去并
不像个跨栏手。
2015年“小升初”前，作为长郡中学田
径队“预备队”成员，谭嘉炜曾跟随朱大为
教练主攻男子中长跑。“好景不长”，在练习
一个多月后，小伙子“不善耐力”的短板很
快显现。 经田径教练组共同协商， 谭嘉炜
“跨”入赵文、李一品两位教练负责的“男子
短跨组”专攻110米栏。
这一“跨界”，居然奏了效。
长郡中学田径队有中长跑、男短跨、女
短跨、 跳跃全能4个组。“孩子们处在生长

!" ! #$%&'() !"" *+,-.
f^P)9 VW
`a97~`a+-y `
a9wm%3S3;P
 @ ¡U¢£¤_¥¦9§¨©£tª
«¬_<®¯°]±3@ g²³´Oµ¶9
·¸¹-^Q6RºX»¼P9½-¾^¿
´PÀÁqdÂaP)*ÃÄÅ9ÆÇÈ
V@ ÉÊËÌ`a)*%Wn39ÍÎÏ
PÐÑÒÓÔÕËmV@ gK¸@
Ktª«9^xÖ×Ø9K^

//01
2
3456
。 ! .$ PõÉ9 7ÙÖþP¯¯
)8*+J°DEÒ,E-ÐJ
.&( O./0 .$. OP ',%.。%)% )
*19\)*12W345697

58?99ci¿´m76+-9:
õP ( ?½1Ú;7m ' e<=£
>PÑ2*9K^%m¬ö?90r
e 9 ää@57Ajk ,%%%% ?P

76891
:
;<=>8?.@ABC
。 ! .% PõÉ9 CÊËÌªÁ
P«K4Í56ÎZÏÐÑ9]Ù
³DEÒÓÔLMH 5 H . N $,* O
P ',%.。%)。 G)Q6R 9ÕÑ2
*Ög×ØØÙÙPÑ2*9 ½

发育期，他们究竟适合哪个项目，并不是一
眼就能看出来。”在赵文看来，团队内互通有
无、及时调配，是帮队员找准路子的必需手
段。
有爆发、有速度、有节奏感，谭嘉炜的优
势很快显现——
—在2017年中国中学生田径
锦标赛男子110米栏， 他首次亮相便夺魁，
2018年更是蝉联该项冠军，因此获得赴克罗
地亚参赛的机会。
如果说为队员“及时改项”是“计划赶不
上变化”，那么将队员“从小带到大”则是“将
传统发扬光大”。得益于校方支持，结合田径
项目更注重“个人能力需连贯培养”的特性，
长郡田径队的梯队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延续
至高中三年级。
学校每天都会有校车将所有梯队队员
接到长郡中学本部校区，60余名队员集中训
练。这个做法在全省少见，已坚持了10年，几
乎所有的队员都是教练“一手带大”。“我们
必须坚持。若训练不连贯，队员很容易在不
同阶段遭遇‘断档’尴尬。”长郡中学体育教
研组组长刘金鹏说。
与记者道别后， 谭嘉炜回到了跑道。这
个连在自己家里都要把椅子当做栏架练习
动作的男孩，对自己从未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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