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1日讯 昨晚
开始，一段长达3分多钟的校
园欺凌视频在朋友圈流传开
来，一名身穿“雅礼”校服的男
生， 被几名同龄人暴力殴打。
记者采访了解到，被欺凌的学
生系长沙市岳麓区南雅湘江
中学学生，目前当地多部门已
介入调查，学校正组织心理老
师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视频中， 一名身穿“雅
礼”校服的男生，被迫跪在地
上叫“老大”，旁边几人围观。
视频还显示， 该学生不断被
几名同龄人殴打， 其中一名
男孩开始不断用矿泉水瓶子
“敲打”其头部，随后又来到
其身后跳起来飞踹一脚，将
身穿校服的男孩踢翻在地。
记者通过视频注意到， 被打
男生始终没有还手。

视频在网上传播后，引起

众多网友及家长公愤，纷纷表
示“或许一个孩子的童年就这
样被毁了，一定要严格查处！”

记者今天上午从岳麓区
教育局证实， 视频中被打的
男生是长沙市岳麓区南雅湘
江中学的一名学生。随后，记
者联系到该校负责人谢先生。
他介绍， 事情发生在今年8月
份暑假期间，打人的并非全是
学生。 目前学校正在积极处
理，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针对此事，岳麓区公安
分局、区教育局、坪塘街道、
学校等相关单位已成立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组。” 学校表
示， 目前他们和涉事学生家
长正在配合公安机关依法调
查， 学校正组织心理老师对
被打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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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
上午8时30分，从湖南90后小
伙张一（化名） 体内采集的
273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
由志愿者携带， 乘坐飞机从
北京出发，飞向瑞典。今晚，
这些“生命种子”将输注到瑞
典的一名血液肿瘤患者体
内，完成一场“爱心无国界”
的接力。

“凌晨5点我就起床了，
心想着帮助别人战胜癌症，
很是兴奋。虽然采集时间长，
有些疲惫， 但是有一股强大
的力量支撑着我。 世界那么
大，只有我能救他，很值得。”
9月10日上午，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血液内科干细胞采集
室里，张一在病床上躺着，不
时捏一下手中的橡皮球，红
黄色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经

由细长导管从体内流向血细
胞分离机， 经提取缓缓流入
收集袋，历经5个多小时的长
久等待， 医生从他体内采集
了273毫升造血干细胞。

张一是一名90后中共党
员，4年前还在上大二的他献
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今年7月，张一接到中华
骨髓库通知，他的HLA(人类
白细胞抗原) 与一名瑞典籍
患者初配相合， 张一毫不犹
豫地答应捐赠。张一说，家人
知道后，也都支持他。9月6日
起， 张一在湘雅二医院血液
科接受每天早晚各一针动员
剂注射， 并于昨日顺利完成
造血干细胞采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泽芳 沙丽娜

全国能参加国际信息学奥
赛的只有4名中学生，而最终在
这场国际赛事中获得金牌的只
有29人， 他们必须是在来自87
个国家和地区的341名顶尖高
手的较量中，表现最突出最亮眼
的。 刚刚落幕的第30届国际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4名
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其中两人均
来自长沙市长郡中学1501班。

9月11日，这对金牌选手杨
懋龙和陈江伦从日本凯旋，更
巧的是， 他们即将一同赴清华
大学求学，接下来的四年，他们
还是同班同学。

这对金牌选手像双胞胎

同样的小平头、 同样的黑
框眼镜、同样的娃娃脸眯眯眼，
不少见过杨懋龙和陈江伦的
人， 都觉得这对长沙伢子简直
就像双胞胎。

陈江伦是学校信息组组
长。班主任伍果平老师回忆，一
次在外地参加完比赛， 陈江伦
回到长沙，已是深夜近11点，但
他却硬是熬夜到凌晨3点多把
几天比赛耽误的学科作业全部
补齐。这个暑假，虽然清华的通
知书早已到手， 但陈江伦却一
直泡在学校的计算机房里2个
多月。除了备战国际比赛，还自
己恶补了英语和语文， 他笑言
“不想当一个没有文学素养的
理工男。”

杨懋龙是个内敛的男孩，
小学四年级接触信息学开始，
他就表现出天赋异禀的一面：
信息学领域的各个奖项都拿了

个遍， 而且难得的是这位“大
神” 心态特别好， 说话慢条斯
理，遇事宠辱不惊。在这次比赛
中， 杨懋龙曾在一道基础题上
卡壳了， 观赛的教练老师都急
得捏了把汗， 但他却不慌不忙
直接换做另一个题， 最终以世
界第二的成绩摘金。

互为对手，情同手足

几年的竞赛生涯， 杨懋龙
和陈江伦既互为对手， 也情同
手足。

今年5月底，杨懋龙脚摔伤
了。陈江伦成了杨懋龙的“守护
神”， 每天扶着他往返于计算机
房和寝室之间， 还负责给他送
餐。 教练谢秋锋老师的手机里，
存了这样一段偷偷拍下的视频：
夜里十点半，两人从计算机房出
来，个子矮点的陈江伦立刻靠近
杨懋龙， 将肩膀借给他当扶手，
两人就这样缓缓回到寝室……

虽然互为对手， 但两人从
未感到对方带来的压力。 杨懋
龙说，每一场比赛下来，他们从
不着眼于自己或对方的名次，
很感激竞赛的路上有这样一个
好兄弟。

陈江伦则认为， 在竞赛这
条路上， 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
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善于与对
手交流， 取长补短。 他告诉记
者，一路走来的多场比赛中，杨
懋龙的成绩表现得要更突出一
些，也正是在追赶的过程中，自
己的成绩越来越好。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通讯员 王剑 乔梦平

为了完善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规则， 保持双色球游戏健
康发展，经《财政部关于变更中国
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则的审批
意见》（财综[2018]43号）批准，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对
双色球游戏规则进行调整， 增加
胆拖投注方式， 以增加双色球游
戏的趣味性， 更好地适应当前彩
票市场的需求。 游戏规则调整的
主要内容包括：

第二章第十条 购买者可选
择胆拖投注。 胆拖投注是指选择
少于单式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作
为每注都有的号码作为胆码，再
选取除胆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拖
码， 由胆码和拖码组合成多注投
注，胆拖投注包括两种形式：

（一）单式胆拖：从红色球号
码中选择1至5个号码为胆码，再
选取除胆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拖码
（胆码和拖码之和必须大于等于7
个号码）， 胆码和拖码组成每6个
号码为一组的红色球号码， 从蓝
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蓝色球
号码和红色球号码一起组合为多
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复式胆拖：从红色球号
码中选择1至5个号码为胆码，再
选取除胆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拖码
（胆码和拖码之和必须大于等于7
个号码）， 胆码和拖码组成每6个
号码为一组的红色球号码， 从蓝
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
2个号码）， 蓝色球号码和红色球
号码一起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
码的投注。

■刘菲 经济信息

酷似双胞胎的同班同学齐摘奥赛金牌
两人情同手足，要做有文学素养的理工男，将同赴清华求学，还是同班同学

今年，数学、生物、化学、物理、信息学五大学科国际奥赛全部
结束。据统计，中国总共获得了21块金牌，其中有6块金牌由湖南中
学生摘得。他们分别是：数学———雅礼中学陈伊一；生物———长沙
市一中刘商鉴；化学———湖南师大附中秦俊龙；物理———雅礼中学
李星桥；信息学———长郡中学杨懋龙和陈江伦。湖南奥赛成绩如此
突出，与湖南奥赛培训起步早、氛围浓厚有着极大的关系。

双色球游戏规则调整:
增加胆拖投注

90后小伙捐造血干细胞救助患者

湖南—瑞典展开“生命接力”

网传“长沙中学生被暴力欺凌”
当地已介入调查

今年五大学科国际奥赛成绩出炉
湖南夺得6块金牌

数据

在刚刚结束的第30届国际信息学奥赛中，长郡中学陈江伦（左）和杨懋龙（右）双双获得金牌。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乔梦平 摄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望城城投集团获悉，
长郡斑马湖中学昨日开学迎来
建校后的首批学生。据悉，该校
是望城区首个采用装配式建筑
的政府投资项目，办学规模设计
为初中39个班、高中39个班，总

共78个班，可提供学位4500个。
长郡斑马湖中学位于望城

区白沙洲街道， 学校建设分两
期完成， 二期预计2018年年底
全面竣工。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通讯员 毛伟冬

长沙望城首个装配式建筑学校迎新生

本报9月11日讯 今日，小
鱼易连“AI小鱼 大视频 融合
云”2018全国新品长沙站巡展
举行，现场展示的云视讯生态，
结合了AI的云视频会议获一致
点赞。

在未来的20年，AI将完全
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 小鱼
易连赋予了云视频会议人脸识
别、智能签到、互动问答、同声

传译等AI能力。现场，小鱼易连
发布了全新终端产品———电视
墙服务器NP4000，这是一款专
门应用于应急指挥、 实时调度
等复杂场景的电视墙系统，通
过融合云， 将彻底打破空间与
时间的限制， 全球任何一个角
落均可以坐在同一个“云端虚
拟会议室”中。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汪梦媛

这项技术能让各地的人“同堂”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