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北京大学工学院教育扶贫 “牵手行动” 的师生在北京大学体育场练习武
术。 本报记者 苏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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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谭云东） 8月
18日，“两岸健儿泳渡台湾海峡”挑战活动
在台湾新竹海滩正式启动。来自台湾的苏
子杰充当“急先锋”，3小时游出了12公里，
为挑战开了好头。但台湾海峡的多变气象
在这一天展现无遗，白天风平浪静，高温
成为泳渡难点，傍晚开始刮风下雨，近2米
高的海浪使得泳渡速度大幅减慢。

中午12时48分，参与挑战的14名选手
集体从台湾新竹南寮海滩入水， 游了近
300米之后，来自台湾的苏子杰继续前行，

其他选手则登上“合富轮”保障船休整待
命。19岁的苏子杰曾在第三届厦金海岸横
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是台湾横渡队综合
实力最强的选手，游了3个小时后，他的实
际泳渡距离超过12公里。 本次挑战发起
人、中国横渡第一人张健表示，“这个速度
已经非常不错，为整个团队开了好头。”15
时50分左右，大陆横渡队的甄岢鑫下海与
苏子杰击掌，作为第二棒继续前游。

苏子杰上船后， 直言感觉还不错，
“我想游快点， 后面的人就可以少游一

点。”虽然白天风浪不大，但水面30摄氏
度的高温成了选手需要克服的难点。北
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曹建
民，是本次活动的随行营养专家，他表示
30摄氏度的水温会让选手有些不适应。
经过3个小时太阳紫外线的炙烤，苏子杰
的脸明显晒黑了不少， 戴眼镜的皮肤和
脸“黑白分明”，“水温过高，游起来确实
感觉有些闷。”

19时左右，第三棒台湾选手罗寯下
水接力， 开始了本次挑战的首个全程夜

游。这时，海面已经下起了小雨，风力也
达到3级，掀起的海浪最高时达2米，增大
了泳渡者的难度，游行速度明显下降。截
至18日20时30分，根据导航船的卫星分
析数据，3名游泳健儿一共泳渡了近25
公里。张健分析，此次泳渡挑战有一半是
夜游时间， 增加了整个挑战的不确定因
素。对于本次挑战，湖南都市频道将进行
3天3夜72小时的定点直播，航拍、夜视、
水底等多种拍摄技术相结合， 开了国内
体育直播史上的先河。

8月的北京， 骄阳似火。 每天清晨6
时40分， 参加暑期北京大学工学院教
育扶贫“牵手行动” 的近300名师生，
都在北京大学体育场练习1个小时的武
术。 这其中有来自湖南汉寿、 茶陵两县
的80多名初三学生。

他们所练习的武术套路与众不同，
融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北大精神
等元素， 动静结合， 姿势优美， 极富民
族传统特色和中华武术精髓。 它的编创
者， 就是来自全国武术之乡湖南新化的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武术基金执行主任
游罡华和他的团队。

为北大编创武术套路
“习近平总书记5月4日在北大师

生座谈会上， 关于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
启发了我们。” 游罡华介绍， 中华武术
博大精深， 文化内涵丰富， 本身就是鲜
活生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

北大负责“牵手行动” 的项目组组
长高超找到游罡华， 一起策划反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北大精神的武术套
路。 “我们希望将中华武术传统文化结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北大精神， 形
成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多位
一体的育人平台， 进一步培养青少年学
会劳动、 节俭、 感恩、 助人、 谦让、 宽
容、 自省、 自律等人生观和价值观。”
高超说。

出身于新化县武术世家的游罡华，

从小酷爱武术， 长期致力于武术运动的
推广。 接到这个任务后， 他非常兴奋，
率领自己的团队成员游亮东、 刘亮武、
陈思思、 刘湘巨、 罗浩等在长沙“闭
关” 两个月， 经过反复尝试和演练， 终
于编创出两套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北大精神等元素的武术套路。

“我们结合青少年的成长特点， 萃
取了长拳的精髓， 编创的这两套武术套
路， 动作舒展大方， 运动特点鲜明， 获
得项目组的认可， 也深受‘牵手行动’
师生的喜爱。”

游罡华介绍， 两个套路分别包括
10势和12势， 一势一个组合动作， 分
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北大精神的

要素命名。 现在的套路以长拳为主， 他
的团队还将编创和推广剑、 刀、 棍、 太
极等系列套路。

“这是我们首次将武术引入教育扶
贫。” 高超说， “希望参加培训的师生
回去后能够把学到的武术文化， 传播给
更多的青少年。”

将武术种子播撒燕园
早在游罡华为“牵手行动” 的师生

指导练习自创的武术套路之前， 他的学
生就已在北大校园传播武术了。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传承中华武术，
游罡华融合众多武术门派的教学方法和
现代武术教育的科学理论， 结合青少年

的成长特点和规律， 探索出“有形教
育， 无形激发” 的武术教育理念和文武
结合的青少年武术推广新模式。

2007年以来， 游罡华在湖南培养
的武术生有56人考上北京大学。 他的学
生把他播下的武术种子， 带到了北大校
园。

这些接受武术熏陶的文武才子们，
走进北大依然没有忘记武术， 他们有的
入盟“精武会”， 有的参加北大武术学
会， 带动更多的同学了解、 练习武术。

“进入北大燕园， 面对非常激烈的
学业竞争， 我仍然与武术相随， 坚持习
武， 经常与同学切磋。” 2012年被保送
到北京大学工学院的许令玮告诉记者，
在长郡中学短短两年的习武经历， 带给
他全新的体验和积淀， 收获了坚强的意
志和淡定的心态， 将自信渗透到学习和
生活的方方面面。 令人吃惊的是， 这位
舞刀弄剑的常德伢子在2012年12月参
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青年科学研讨
会， 同时作为中国唯一的青少年代表参
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见证了莫言被颁发
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一刻。

“武术也许不会改变我的人生方
向， 却是我的人生伴侣。” 正在北大国
际关系专业学习的李鸿献， 和她的50
多位师兄妹一样， 与武为伴， 将武术的
种子播撒燕园。

“在校园推广武术， 并不是让学生
成为武术高手， 而是让他们学习掌握一
些基本的武术动作， 既可以强健体魄，
还可以把学到的武术文化和武术精神运
用到生活中去， 成为自己的处世哲学。”
游罡华说。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王亮）第二届“绿行家”20公里徒步
公益挑战赛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沙进行，全省爱好体育、关注环
保的民众可通过“绿行家”官网报名参与这项公益挑战。

今年的“绿行家”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旨在亲近自然、亲近
彼此，同时宣传保护自然环境。本次挑战赛将招募100个家庭
队伍参与挑战，挑战过程中参赛队伍不仅要在6小时内徒步完
成20公里的规定线路，更需要帮助“绿色潇湘”向亲朋好友募
集善款。徒步公益挑战将于10月25日在梅溪湖进行。

本次比赛由湖南环保组织“绿色潇湘”联合梅溪湖投资
（长沙）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绿色潇湘劝募基金、
华声在线全媒体联合发起。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22 5 0 4
排列 5 14222 5 0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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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096 03 07 21 23 31 05+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8

3
下期奖池：476575124.49（元）

6383482 51067856

114902673830089

“泳渡台湾海峡”昨天正式启动

气象“变脸”增加挑战难度

武术湘人走进北大
本报记者 苏原平

您是“绿行家”吗
20公里徒步公益挑战赛启动

中国游泳再夺1金

奥运冠军夺冠
据新华社南京8月18日电 南京青奥会18日进入第二

天， 在游泳赛场， 小运动员们和奥运冠军同池竞技； 在青
奥村中， 更多运动员们和偶像级的世界冠军们面对面对
话，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女子50米蛙泳季军、 匈牙利选手安娜很开心， 不仅因
为拿到了奖牌， 还因为和她同池竞技的有一位奥运冠军。

先拿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 再拿青奥会冠军， 立陶宛
17岁天才少女梅卢提特绝对算是“第一人”。 在18日晚进
行的南京青奥会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 这位伦敦奥运会女
子100米蛙泳冠军用一枚金牌完成了“青奥会体验之旅”
的第一步。

尽管和奥运冠军整整差了1.7秒， 但安娜从比自己还小
一岁的梅卢提特那里可以学到很多， 她说： “她很厉害，
我最想学她的出发技巧。”

中国队当日只有一金入账， 张雨霏、 邱钰涵、 沈铎和
贺赟以4分03秒58获得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 中
华台北选手黄怀萱和黄钰仁分别获得女子49公斤以下级和
男子55公斤以下级冠军， 包揽跆拳道当日两金。

青奥会当日共产生20
枚金牌， 匈牙利队独得4
金， 成为最大赢家， 俄罗
斯队也有3金入账。

（紧接1版①）只有不断开放、扩大开放，才能促进经济深度转型，优存
量提增量，以量变带质变。

开放型经济活在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
要结合本地实情创新创造。要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架桥拓市”工
程，架起外贸企业主体通向市场的桥梁，让“湖南产、外省出；外省产、
湖南买”的现象不再。要创新服务模式，推行外贸企业进出口通关代
办制，设立“湖南省通关代理中心”，免费全代理，一站全搞定，减负又
增效。要创新监管方式，构建科学、依法、公平、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开放型经济需要放管结合。开放
是放活，不是放任；监管是要管好，不是管死。放管之间，重在制度创
新，放管结合，才能张弛有度，才可能激发市场活力，赢取改革红利。

开放永远在路上。要用世界眼光、前瞻思维、改革精神，畅通湖南
开放路径，树立湖南开放形象，打造湖南开放品牌，让湖南成为中国
内陆开放高地，以开放转型升级促进湖南“三量齐升”。

（上接1版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童名谦犯玩忽职守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童名谦玩忽职守，情节
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惩处；童名谦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量刑时酌予考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部分群众、媒体记者及童名谦的亲属旁听了宣判。

(紧接1版③) 另被告人胡国初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收
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6000元， 承诺在选举省人大
代表时给予关照， 其行为还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胡国
初在司法机关对其刑事立案前， 主动向有关单位交待
了上述犯罪事实并退清了全部赃款， 认罪态度较好，
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了上
述判决。

此外，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8月18日还分别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廖解生、 左慧玲进行了一审宣判。 认定被

告人廖解生犯玩忽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数罪并罚，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左慧玲犯玩忽职守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犯受贿罪， 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五年六个月。

衡阳破坏选举案经湖南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提
起公诉， 共有65案68人进入审判程序。 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由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12家法
院负责该系列案件一审工作， 所有案件均进行了公开

开庭审理。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各审理法院严格按照
法定程序，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严格把关， 逐案召开庭
前会议， 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当地人大常委
会工作人员、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群众旁
听了庭审。

目前， 湖南各审理法院对进入审判程序的65案
68名被告人全部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庭综合考虑各
案的犯罪事实、 犯罪情节以及被告人悔罪表现等因
素， 对68名被告人依法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

（上接1版④）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

容践踏。针对这些情况，此案查处过程中，无论是依党
纪国法的查办过程，还是对案件的依法指定管辖；无论
是庭审中控辩双方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还是法院依法
作出一审判决，都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始终以法
治精神为依归。在具体的个案办理中，办案人员亦正确
处理了违法和违纪、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从重处理和
从轻处理的关系，适用法纪妥当，处理妥当，保证了法
纪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正因如此，衡阳破坏选举案的公开宣判，得到了广
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理解和支持。这同时也有力表
明，严肃党纪国法，坚决惩治腐败，既体现一种政治文
明，也凝聚着普遍的社会共识。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的坚
决依法查处充分表明，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
什么人、多少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法
律，都将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对案件的公开宣判再
次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谁都没
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谁都不能心存“法不责众”的侥幸。

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对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推动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有
着重要的警示和推动作用， 必将凝聚起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的强大正能量。我们相信，只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坚持、维护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始终依靠和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就一定能够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
治湖南建设，努力开创民主文明、和谐稳定、繁荣发展
的崭新局面。

南京青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