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涛涛不绝

“作为一名运动员，
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牺牲了许多与家人相伴
的时间， 错过了谈恋爱
的美好时光， 曾经失去
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我
什么都没失去。 我的青
春时光是在充实的训练
比赛中度过的， 我的父
母虽然年迈但依然健
康， 我相信我还会遇到
美丽的爱情， 甚至就算
我30岁了， 也从没说过
此生将与奥运无缘。”

———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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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吉首的45天集训，中国女子举重
队湘籍运动员、 教练员于3月29日晚移师长
沙，30日启程前往济南，参加4月2日至5日的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本次比赛也是伦敦奥
运会前最重要的一次选拔赛，湖南女队参赛
的10名选手中包括48公斤级王明娟、53公
斤级李萍、69公斤级向艳梅等实力选手。与
此同时，一直在长沙随省队训练的48公斤级
名将杨炼也将低调出征。3月29日，本报记者
对杨炼进行了独家专访。

2008年遗憾错过北京奥运，2009年末
回到省队训练，这两年多，杨炼几乎消失在
公众视野中。“竞技体育就是这样，风光的时
候要经得起折腾， 淡出的时候要耐得住寂
寞。”杨炼告诉记者，她只是消失在国际大赛
的赛场上， 并没有离开举重台。“因为伤病，
因为学业， 因为许多理由不止一次想放弃，
但又不止一次重新拾起杠铃， 理由只有一

个：热爱。”杨炼告诉记者，最近一次恢复系
统训练， 是在春节后，“明年就是全运会了，
再冲一冲，现在的我是真的在享受举重。”

杨炼告诉记者，春节前她在忙着装修房
子。她在省体院附近买了一套房，90平方米，
想把父母接过来住。“父母一直都支持我练
下去， 不过个人问题他俩还是挺着急的，平
时总会把一些男孩子的照片给我看，我每次
都是笑一笑就敷衍过去了。我希望有一份美
好的爱情，但相亲还是难以接受。”杨炼说，她
期待的是一份细水长流的感情，“那个人不需
要多帅，多富有，善良孝顺有感觉就行。”

在感情上， 她需要的或许只是一次邂
逅。事业上，或许需要更多的机遇。“我从来
没告诉自己，就这样和奥运会说再见了。国外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30岁以上比比皆是，为
什么我不行呢？ 至少我不会自己把奥运会大
门关上。”杨炼坚定地说。 ■记者 陈普庄

奥运前哨

3月29日下午， 第十四届CUBA西南
赛区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体育馆打响，共
有16支男子球队和12支女子球队将分别
争夺两个参加全国8强赛的资格。 揭幕战
由湖南师大女篮对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女篮。比赛中，湖南师大10号刘泽拿下41
分7个篮板，帮助湖南师大以77：64战胜对
手，取得开门红。来自师大文学院大四学
生辛全现场看完球后觉得刘泽的发挥不
可思议，评价道：“刘泽太给力了，简直霸
气外露啊！”3月30日19：00，师大女篮将与
湖南工职女篮队进行第二轮比赛。

■记者 蒋玉青 实习生 潘梁平
通讯员 粟用湘

CUBA湖南师大女篮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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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播客

长沙市天心区玩吧动漫电玩城
拟在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418
号开办文化经营场所， 经营项
目:电子游戏，经营性质:私营，
经营范围:电子游戏。 该场所法
定代表人:杨来正，男，籍贯:浙
江临海。 按照国务院《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公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
核公示暂行办法》的要求，对此
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自
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天
心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局窗
口反映，我们将根据您的反馈意
见决定是否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5898419

2012年 3月 30日

公 示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富姐 43 丧经商数载气质佳觅地
域 不 限 重 情 男 15574846589
女 35 离 161 丰满靓丽气质佳独
居 经 商 交 密 友 13308451267

激情交友 15274865477

经长沙华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常芳
电话：13677319337

注销公告

������湖南开福教育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建波 电话：13874880694

注销公告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交友 联谊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律师 调查

免费咨询
15874164401张律师

佘彩婷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８１１９８５０２２５４２２０声明作废。

谭迪俊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11199307251716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男 54 岁丧重情顾家经营
企业生活稳定寻诚善良重感情女士相
伴可带孩老人 18279591222亲谈
男 50 丧偶健康稳重有责任心因事业
单身多年觅善良女为伴贫富不重要贵
在人品有孩视亲生 13480844789

诚心求缘女： 高雅有气质丰满寻
要求身体健康，长相端庄。 35岁到
20 岁，高 1.6 米以上有职业有爱心
善良男士圆梦 18720598552亲谈
【儿女都是传后人， 生男生女都 一
样】 温柔女黄小姐 26 岁现有车房，
寻健康品正男圆我美好心愿， 助你
发展 13728569205【助发展】

李意平，43012419841126866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召开股
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立了清算
组。 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债
权人于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罗
超（13974006267）联系申报债权。
岳阳市森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2年 3月 28日

解散清算公告

长沙市文弘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06 年 4 月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 税号:43010276074145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49岁男亲征： 品正貌端无不良嗜
好部队退役现自营实体收入稳定
觅一位朴实善解人意女士为伴，
有孩视亲生 13760199197

彭茜 430102198407150540 遗失
会计证一本。 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男 49 岁为人正派重 情
有爱心自营实体经济优妻逝多年
至今未遇良缘诚心在这里找一位
善解人意女为妻 18823662800

49 岁男亲征： 丧偶人品好有责
任感部队退役现经营生意收入
丰找一个心地善良温柔女共同
建立美好家园 13751158155亲谈

周潘宇遗失户籍卡，身份证号：
431003198210230610，声明作废。

李畅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证号：430681198406121775，
遗失军官证，证号：广字第
062716，声明作废。

经长沙四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韭菜
园 28号新富城综合楼 1407房。
联系人:郭可 电话：13974811777

注销公告

刘海霞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3197607072040，声明作废。

周娜持有的发证日期为 2011年 6月的
会计从业资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华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
美林同志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
（注册证编号：00290801， 注册
号 ：43004481， 身 份 证 号 ：
430224196406181235； 注册专
业： 矿山工程； 发证日期：2011
年 6 月 23 日；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22 日； 执业资格证书编号
014093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娜遗失报到证，(4302231985
03077221)，声明作废。

孙雪梅遗失退休证(432623195412
170025)编号:1301，声明作废。

肖跃进，男，52 岁，望
城人，身高 168cm，今
年 3 月 24 日下午四
点半从望城黄金镇桐
林坳黄金路口出走，
至今未回。 身穿黑色
中长皮夹克， 黄色裤

子，肤色黝黑，好喝酒。 如有知情者
敬请联系曾女士（13874920316）感
激不尽，当面致谢！

寻人启事

经长沙锦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邓集水
电话：15243984152

注销公告

近日，伦敦奥运会连出三条趣
味新闻，雷倒了不少人。伦敦奥运
会还早，奥“晕”会倒是先开始了。

马要穿紧身衣了
澳大利亚一家公司为参加伦敦奥

运会的马匹专门设计了一套紧身衣，
设计者马修·斯派斯表示，紧身衣可减
少马在奔跑过程中产生的振动， 让马
的血液流通更顺畅， 从而实现马匹在
高强度训练或者比赛后肌肉不那么酸
痛。 一名奥运会发言人说：“（穿不穿）
由参赛选手个人和代表的队伍来决
定。”

参赛国人员不能在英国结婚
英国内政部规定， 参加伦敦奥运

会的外国运动员、教练和代表团官员，
在英国逗留期间不许结婚、 禁止改签
学生签证在英国上学。 此项规定是为
了防止外国运动员利用奥运会的机会
申请居留权、 防止非法移民和恐怖分
子利用奥运会的机会进入英国。

奥运冠军命名地铁站
北京时间3月29日，为了迎接奥运

会的运动健儿们，伦敦地铁决定将361
个地铁站名称用运动员的姓名所取
代，邓亚萍、张怡宁、刘翔、伏明霞、王
皓、张宁、林丹、杨威、刘春红、陈艳青、
王军霞、 陈中和王义夫13名中国运动
员名列其中。 ■记者 刘涛

伦敦奥 会
先开始了

看到那些奥运会赛马被紧身衣包裹得玲珑有
致，我不得不承认，哥蛋疼了。精壮的身躯、矫健的
身姿，这是赛马所展现给我们的美，虽然马术表现
的是优雅，但毕竟也是比赛，一匹参加赛事的马被
紧身衣包装得如此风姿绰约，怎么看都有些别扭。

我想紧身衣的背后，是金牌的驱动。穿上紧身
衣的马能够缓解疲劳， 在比赛中无形已经领先半
个身位。 可是这半个身位的领先并非技艺所赋予
它们的，而是科技。虽然这紧身衣缓解了马的酸痛，
却引起了哥的蛋疼。

突然想起了鲨鱼皮泳衣，这种高科技泳衣被禁
用，也证明了人们对体育本真的追求。我想，马，也
应该还它 以体育的本真。 ■刘涛

举重湘女今日出征济南，决战奥运门票
王明娟李萍领衔，老将杨炼也回来了

奥运大门
我不会自己关上

缓解得了马的酸痛
消除不了哥的蛋疼

杨炼在训练之余接受按摩。

穿上紧身衣的赛
马少了份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