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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湘江湘潭段
大堤，毅行队伍行进在路上。

记者 徐行 唐俊 摄

感悟

▲4月21日，湘潭市芙蓉
大桥桥头公园， 医疗组志愿
者为毅行者处理伤口。

2019湖南（春季）百公里落幕 19000人参加，12386人完成挑战

水泡满脚白脸变“包公”，路上虽苦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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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
周年，此次“湖南百公里”将爱国教
育宣传有机融入到活动中，形式新
颖、生动活泼。共青团湖南省委宣
传部部长彭力在启动仪式上说，青
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参
加活动的毅行者们在磨砺意志、挑
战自我的同时，还可以回顾“五四”
百年历史， 学习革命先辈不畏艰
难、敢为人先的精神。

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长
沙市社会禁毒协会倡导“青春不

‘毒’行”，为青年学子、工作人员和
沿途参与群众发放了20000余份
禁毒知识宣传手册、 宣传单页，并
将禁毒知识融入线上H5小游戏，
发起《林则徐发来一封挑战邀请》
的有奖答题活动。“湖南百公里从
成立至今， 一直致力于传播社会正
能量，并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此次百公里， 让大家用脚
步共同践行无“毒”的美好青春。”百
公里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道。

闺蜜档、夫妻档、亲子档……
炎炎烈日下，他们挥汗如雨、高歌
奋进； 微微细雨中， 他们蹚过泥
泞、大步向前；欢笑与痛苦并存，
磨砺与轻松交汇。4月21日，以
“新时代、新青年、新梦想”为主题
的2019湖南百公里（春季）毅行
活动圆满收官。两天征战，徒步穿
越长沙、湘潭、株洲三城，84公里，
最终12386人走完全程。

20日，19000余名毅行者身
穿蓝色T恤从长沙中盈广场浩荡
出发， 先是沿湘江风光带抵达湘
潭， 再继续沿湘江向株洲进发。每
一位参与者， 都是故事的主角，他
们用坚定的意志、 乐观的心态，谱
写出一部动人心弦的“毅行英雄
传”。 ■记者 陈舒仪

新趋势 深化内涵，打造大型户外徒步活动

新征程 传承“五四精神”，用脚步践行无“毒”青春

“湖南百公里” 是目前中国规
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长距离徒步
活动， 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8届，每
年举办春秋两届，分别在4月和10
月举行，是中国内地连续举办次数
最多的大型健身活动，吸引了近20
万人次参与。活动主体参加者为文
化层次较高、崇尚时尚生活的社会
白领阶层和在校大学生。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湖南百公

里从2007年举办至今，每年都会呈
现出一些新趋势。2019年， 湖南百
公里迎来十二个年头，活动结合时
代精神，深化百公里内涵，将大主题
定为“发现另一个自己”，春季小主
题为“新青年天生爱走”，旨在唤醒
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运动意
识，号召广大青少年参与到徒步运
动的行动中来，致力于打造具有丰
富精神内涵的大型户外徒步活动。

本报4月21日讯 芒果TV《少
年可期》正在热播。该节目集合七位
少年， 去逐一拜访六位音乐界的大
咖前辈， 通过和师父三天两夜的共
同生活，向师傅们求取经验。继腾格
尔后，郑秀文担任了第二位老师。

能参加综艺节目的嘉宾， 按照
流程都是会带着徒弟们进行一些美
好的体验，而在节目中，郑秀文非要
反其道而行， 带着少年们体验一些
恐怖的经历， 李权哲在采访中称师
父像个女魔头。完成了“另类”平板
支撑， 师父还为少年安排了一系列
她常做的健身项目， 让少年们百分
百体验到她的魔鬼式健身日常。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程琳琳

郑秀文
《少年可期》任老师

本报4月21日讯 如今，国内的
真人秀节目越玩越大，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今晚，中国首档聚焦经
纪公司的职场真人秀《我和我的经纪
人》播出，本期节目中，张雨绮体验当
杨天真助理，亲手做饭整理家务。

本期节目中， 张雨绮为了新戏
角色体验生活， 正式开始担任经纪
人杨天真的助理，入住杨天真家，为
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一进门，面对
杨天真家的杂乱，张雨绮秒变“田螺
姑娘”，不仅为杨天真收拾家务，还亲
手准备晚餐。

赵又廷在本期节目中惊喜亮
相，这也是他的真人秀首秀。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郑晨红

《我和我的经纪人》玩得“傲”
张雨绮体验当助理

本报4月21日讯 4月
23日是第二十四个世界读
书 日 。4 月 21 日 主 题 为
“2019，一起读书吧”的世界
读书日系列活动开幕式在
湖南图书馆举行。

“万千图书 ， 一网读
尽”， 开幕式上湖南图书馆
数字阅读平台正式启动，引
领数字化阅读的时代潮流。

推出免费数字阅读平台

开幕式上，“湖南图书
馆2018年度阅读报告”发
布，用大数据揭示了当下社
会的阅读生态和未来的阅
读趋势。湖南图书馆副馆长
邹序明表示，通过大数据显
示，女性读者是男性读者的
两倍，而且大数据还显示出
一种妈妈在借书、孩子在看
书的现象。

开幕式上，湖南图书馆
数字阅读平台正式启动。据
工作人员介绍，湖南图书馆
运用微信小程序，推出国内
首个免费阅读的图书馆综
合数字阅读微信平台。“万
千图书 一网读尽”， 该平台
首次整合了湖南图书馆内
近10万本正版电子书、超30
万小时有声书和视频、1000
多种电子期刊和自建数字
库等数字资源。

记者在省图工作人员指
导下体验了一下免费阅读，
只要关注“湖南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或在微信内搜索“湖
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即
可进入平台，畅享海量资源。

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将

基于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
析，为读者推荐阅读、订制
书单， 让阅读伴随读者成
长。根据阅读习惯，推出打
卡分享、阅读积分、积分换
礼、 创建读书会等服务，用
私人管家般的贴心服务，吸
引更多人参与阅读。

开启信用网借服务

“免押金、免办卡，手指
点点、图书到家”。为了摆脱
传统图书借阅受时间 、地
点、 押金等条件的制约，打
通图书借阅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湖南图书馆联合蚂蚁
金服旗下芝麻信用，打造了
覆盖全省范围的“网上书
房” 信用网借服务平台，拟
通过“网络+物流”的形式，
让读者“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湖南图书馆丰富的馆
藏图书资源。

“网上书房” 信用网借
服 务 平 台 将 在 2019 年
“4.23”第24届世界读书日正
式为读者提供服务。拥有湖
南图书馆借阅证的读者，可
以通过湖南图书馆公众号
或者支付宝生活服务号，登
录“网上书房”，线上完成图
书的借还，通过物流系统享
受送书上门的便利服务。

未办理借阅证但芝麻
信用分达到600分以上的读
者，则可通过支付宝平台生
成免押金的网络信用借书
证，即办即用，同样享受送
书上门的网借服务。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

省图书馆推出全国首个免费数字阅读微信平台

“网上书房”明日开通，网借送书上门

“徒步走一百公里，乍听起来
有些吓人，但当一起走过，真的觉
得没什么。尽管汗水湿透了衣服，
脚掌脚背全是水泡，袜子磨破了，
脚踝也肿了， 胯部已经痛到失去
知觉，白脸变‘包公’，可两天100公
里的历程让我们变得更成熟，更
深刻体悟到‘参与，坚持，快乐’的
毅行精神。”来自湘潭的周同学已
是第二次参加“湖南百公里”。谈
起毅行感受，他依旧满心自豪，还
饶有兴趣地展示他在途中拍下的
精彩照片。照片里，有九曲十弯的
泥巴路、陡峭崎岖的河道，更看到
大家或携手攀登，或互相鼓励，或
闲谈旧事的身影。

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目标，毅
力决定能实现几个。 来自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的刘琴走到半程终点
时，满面笑容，拿着证书开心地说:
“有一种荣誉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这份证书就是我努力过的证明。”
他们组的五个队员来自不同学
院，其中三个是女生。在两天的行
程里，几人怀着“坚持就是胜利，不
抛弃，不放弃，路就在脚下”的信念
一路携手走到终点。

“一路上的困难无法预测，大
家你帮我拉，虽苦也其乐融融，是
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毅行队伍中
的小张说，走到半百终点时，已经
筋疲力尽。因为肿起的水泡，他脚
上的伤口被处理了多次， 每一次
到医疗点， 医疗组的志愿者们都
耐心地帮他挑水泡、涂药，并细心
地包扎，这让他感动不已。

百公里“长征”，一起走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