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省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
员协会开展的“学雷锋月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活动”，首站来到江南机器集团，国
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肖晓华给这里的
60余名文体骨干、基层教练进行了“排
舞”及第九套广播操的培训。

排舞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乡村音乐，2002年进入我国，并于2008
年奥运会前后开始全国推广。 顾名思
义，排舞就是众多健身者呈一排排站位
而展开的集体舞蹈。

肖晓华向记者介绍道，排舞现在已
经发展到3000多支舞曲， 每一支舞曲

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舞步。新舞曲的编
制，必须经过国际排舞协会的认证才能
够在全球发行推广。同一支舞曲，全世
界的跳法都是统一的。而且排舞的音乐
几乎包括了全世界时下最流行的音乐，
舞姿则结合了恰恰、伦巴、曼波、牛仔和
摇滚等舞步， 在难度上也是由简入繁，
初级、中级、高级，每个阶段的练习者都
能从中找到新鲜感。

据悉，目前全国排舞练习者达数百
万人，许多省市都有了正式的排舞锦标
赛，而肖晓华正是我省推广排舞的众多
社会体育指导员之一。 ■记者 陈普庄

舞曲很HIGH很时尚 功效很全很强大

风靡世界的排舞，你知道吗

本报讯 3月15日晚，“皇家湖” 杯中美国际篮球
助残义赛在益阳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由国手孙
悦领衔的北京奥神队迎战美国ABA劲旅西雅图登山
家队。

本次比赛的主题是“助残接力 爱心永恒”，由省
体育局、省残联等主办，益阳市残联、长沙子偕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赛事所获捐赠和门票收入将全
部用于残疾人事业，本次助残义赛也是我省首次举办
针对慈善事业的体育赛事。 ■记者 蒋玉青发自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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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玉超荣， 母亲龙淑辉遗失
于 2005 年为玉成龙办理的出
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凯身份证 3507231989061004
11遗失户口迁移证，特此声明

湖南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
级建造师注册证。
陈军、编号:00161804
何治、编号:00161805
胡展、编号:00161806
李招朋、编号：00161807
朱杰、编号:00161808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跳马桥冲花卉苗木场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 核准
号：J5510001068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2年 3月 13日， 湖南烈士
公园内北大门附近发现一具无名男
尸。特征如下:年龄约 60多岁，身高
1.60 米，中等体态，花白头发，上身
穿黄褐色棉衣，内穿灰黑色毛衣，灰
色保暖内衣，下身穿蓝黑色休闲裤，
内穿灰色保暖内裤， 双脚穿棕色休
闲皮鞋和黑色袜子。见此启事，如有
知情者， 请速与开福区公安分局治
安二大队联系。
联系人:彭警官、陈警官
电话:0731-84510110

认尸启事公 告

彭欣欣 42212619890110252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彭娟不慎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010536200917声明作废

湖南聚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 本 及 IC 卡 ， 代 码 ：
7506142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三湘泉友钱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09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10530408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卫星遗失坐落于高塘岭镇聚缘路
56 号(望国土字第 019140 号)的房
屋建房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恩施，430103198708252010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飞遗失湘迁字第 00294998号
的户口迁移证，声明作废。

朱湘斌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6407133011，声明作废。

杨辅兵遗失中国大地保险公司车辆
保险保险单 ， 流水号 : 交强险
14308001 -142990， 商 业 险
10009101-3112268。 交强险发票
94300005 -49318， 商 业 险 发 票
94300005-49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宏通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合同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定， 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
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向阳 电话:86672684
长沙银湖电度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中特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一般
货 物 运 输 险 保 单 ， 流 水 号 :
PCB20001102000001589，特此声明
作废。 中特物流有限公司

2012年 2月 1日

遗失声明

谢华遗失湖南城市建设高等专科学
校， 毕业证、 证号 95444， 身份证
430124197202280011，声明作废。

湖南聚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及 IC 卡，代码：74315683-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陆天玺遗失户口内页， 身份证号 :
43012119941213942X，声明作废。

祝慧 43098119881123722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颢田， 长沙市开福区姚正街 27 号
景园小区 1 栋 806 房一人户口遗失
作废。 张颢田 430103199211212018
第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清海遗失宁乡县道林镇喜
洋洋通信店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124600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育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金鑫商店遗失由
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局银盆
岭税务所 2001 年核发的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43012219
73081509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凡球队遇到将帅不和的问题，最后离开
的总是主帅而不是当家球星， 这早已成为
NBA的惯例，尼克斯也不例外。北京时间3月
15日，执教球队三个多赛季的主帅德安东尼
辞职。 尼克斯助教迈克·伍德森担任球队临
时主帅，他在首场比赛中指挥球队以121∶79
大胜开拓者42分。 而林书豪仅上场23分钟，
出手4次，得到6分6次助攻。

两个安东尼互不买账
从尼克斯内部传出的消息是，主教练辞

职是尼克斯和德安东尼双方的共同决定。德
安东尼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人员齐整的情
况下，作为主教练的职责是他们能够互相兼
容，但是显然我们还没有做到。”外界普遍认
为， 与当家球星卡梅罗·安东尼的不和是德
安东尼辞职的主要原因。有人称安东尼自己
要求交易，也有人说德安东尼想拿安东尼换
德隆·威廉姆斯。 反正是两个安东尼互相看
着不顺眼。

两个安东尼互相不买账是可以理解的。
赛季开局13场比赛， 尼克斯只赢了两场，球
风独、防守差的安东尼是球队的问题。随后，
安东尼受伤病困扰， 德安东尼发掘出林书
豪。在林书豪的带领下，尼克斯迎来八连胜。
但随着安东尼回归，林书豪的打法和出手次

数都受到限制，尼克斯又陷入输球的泥
潭。这自然让德安东尼头疼。安东尼同
样不爽， 他在掘金当老大时就是这样，疯
狂出手、基本不参与防守。让他减少出手
次数、积极参与防守当然也不符合他的风
格。

林书豪受影响
换帅如换刀， 临时主帅迈克·伍德森执

教的第一场比赛，尼克斯在狂胜开拓者42分
的同时，也结束了尴尬的六连败。在成为球
队临时主教练后，伍德森表示不会对球队进
行太大的改动，但他话锋一转，“我们无疑会
给安东尼更多球权和机会， 让他去投篮。也
会给斯塔德迈尔更多的空间。”

本场比赛，林书豪虽然首发出场，但出
场时间、出手次数、数据统计远远低于德安
东尼执教时期。 本场比赛林书豪出场23分
钟，为近来最低；出手4次，比近期最少的一
场比赛都少了7次；得6分，也为近期最低。

对于德安东尼的离任，林书豪说：“对我
来说， 这有点难过和感伤， 我欠他很多很
多。”据悉，“禅师”菲尔·杰克逊和杰里·斯隆
都有可能成为尼克斯的新帅，不知道林书豪
会面临怎么样的命运。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潘梁平

蓝军大难不死 今晚谁有后福
欧冠八强出炉，16日18：30“抓阄”

北京时间15日凌晨，欧冠1/8决赛第二回合，切尔
西主场迎来与那不勒斯的生死战。相信看了这场比赛
的球迷， 一整天都在昏沉的瞌睡与兴奋的回味间度
过。算上加时赛、中场休息，比赛整整打了三个小时，
直到清晨6点半左右才以切尔西的超级逆转告终。在
另一场比赛中，皇马4∶1战胜莫斯科中央陆军，以总比
分5∶2晋级。

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接下来无论是切尔西、
拜仁等强势逆转的球队，还是巴萨、皇马等顺利晋级的球
队，都将在北京时间16日18：30迎来又一次命运的考验。
届时进行的1/4决赛及半决赛抽签中， 各队将不再采取
回避原则，巴萨VS皇马的同国德比、巴萨VSAC米兰的
小组赛对手重逢，都有可能上演。 ■记者 陈普庄

国手孙悦助阵益阳慈善义赛

主帅不干了

新播客

3月16日（周五）
08:30�小牛VS山猫 新浪直播
08:35�ATP印第安维尔斯站

CCTV5
10:30�快船VS太阳 新浪直播
18:00�中超 富力VS恒大 CCTV5
19:30�中超 国安VS申花 新浪直播
3月17日（周六）
03:30�霍芬海姆VS斯图加特

CCTV5
07:00�76人VS热火 新浪直播

开拓者79∶121尼克斯
热火102∶106公牛
76人94∶111步行者
猛龙84∶98篮网
湖人107∶101黄蜂
山猫87∶107火箭
骑士105∶115雄鹿
魔术111∶122马刺
活塞124∶112国王
凯尔特人105∶103勇士
老鹰82∶96快船
爵士111∶120太阳

战报
（3月15日）

肖晓华表演排舞。

德安东尼辞职。

林
书
豪
面
临
新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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