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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华声在线《动在长沙》
相关主题帖中报名。

2、加入QQ群24175998“三
湘华声武术交流2群”， 在群内
留言中报名。

3、周四17时截止。

周四17时之前仍可报名

12月7日（周三）
12:30�冠军欧洲 CCTV5
22:05�斯诺克英锦赛第二轮 CCTV5
12月8日（周四）
03:45�欧冠 巴塞尔 -�曼联 CCTV5
03:45�欧冠 曼城 -�拜仁 风云足球
03:45�欧冠 本菲卡 -�加拉茨钢铁 CNTV3
03:45�欧冠 萨格勒布迪 -�里昂 CNTV4
03:45�欧冠 阿贾克斯 -�皇马 CNTV6

本报讯 12月6日， 湖南省社会体育指
导员成立大会在省体育局举行，我省3万余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有了自己的“组织”。“老
百姓需要健身， 更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怎样
去健身， 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健全社会体育

指导员组织体系。” 省体育局助理巡视员、
新当选的协会常务副主席陈正培表示，社
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成立， 对于完善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 满足人民健身需求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 陈普庄

经过一周的报名招募，本报
《湖南武术发现之旅》 系列报道
互动栏目《经武门学堂》之临清肘
捶免费教学交流活动，目前已吸引了
近20名武术爱好者慕名求教。在征求大
部分报名者意见后， 本报与临清肘捶第七
代传人、 本土拳师李斌将本次活动时间敲
定在本周六上午9时，集结地点为南郊公园
门口。已成功通过华声论坛《动在长沙》及
QQ群24175998报名的读者可以按时前往
集结点参与， 还未来得及报名的读者可要
抓紧最后几天的时间了， 报名将于周四17
时截止。

担任本次交流活动主讲人的是临清肘
捶第七代传人李斌及其弟子周俊。别看李斌
是一位“80后”武者，他如今可是拥有5名正
式弟子， 周俊排行第二。 今年才18岁的周
俊，在李斌看来“是块习武的好材料”，学习
肘捶一年半，进步很快，虽然家境不错但很
能吃苦，也很有侠义心肠。

对于肘捶这门神秘的功夫，不少读者心
驰神往，大家报名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我
不一定能学会，就是想看看肘捶到底是什么
功夫。”华声网友“雷轰轰”说道。更多的读者
则表示希望能从中学到一两招真功夫。通过
QQ报名的网友“志在必得”的理由虽然有些
无厘头，但终归还是充满温情：“女朋友每天
很晚下班， 有时候没时间接她挺担心的，我
要好好学两招教给她防身。 大家说这样行
吗？”爷们，别管行不行，就冲你这份责任心，
我们也会把你带上的。 ■记者 陈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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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333期 本期投注额：21082784元

中奖号码 3 5 2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6662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24133

中奖号码 3 5 2 0 5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1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星彩”第 11143 期 本期投注额：15701474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2月 6日

22选 5第 11333期 本期投注额：1769390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3 07 12 14 21
中奖注数(注)

43
2285
39462

单注奖金(元)
12917
50
5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 6 3 5 6 4 4
中奖注数(注)

0
18
203
2446
30402
365239

单注奖金(元)
0

23112
1800
300
20
5

3万余名社体指导员有了自己的组织

湖南“武林百杰”首批候选名单出炉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3:45， 欧冠小组赛
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8场较量。曼联将
在客场迎战巴塞尔，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生死战。 目前在积分榜上曼联领先对手巴
塞尔1分，客场不败，方能确保晋级。不过曼
联能否取得小组第一从而在淘汰赛避开更

强劲的对手，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
曼彻斯特的另一支球队曼城， 则完全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积分第三的“蓝月
亮”挑战领头羊拜仁，即便取胜，仍要冀望
小组第二的那不勒斯不胜， 曼城才有一线
生机。 ■记者 陈普庄

肘捶交流活动本周六上午南郊公园“开打”
本报读者报名踊跃，报名明日下午截止

新播客

曼联只带了4名前锋，维尔贝克很可能成为鲁尼的搭档。

为紧跟“两型湖南”发展步伐，复兴湖
南武术，做大做强武术产业，传承和发展中
华武术、弘扬湖湘文化，在湖南省体育局指
导下，由湖南省武术协会主办的湖南“武林
百杰” 系列评选活动将于12月8日正式开
始。经过推荐与自荐和审查各个程序，首批
候选名单已经确定，现在向全社会公示。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 这次评选的内容
包括“湖南当代十大武术名师”、“湖南武林
百杰”、“湖南十佳武术馆校”、“湖南武术先
进工作者”等。评选包含初选、复选阶段，采
用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在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经过综合评
分，确定最后的获奖对象。投票网址：华声
在线http://www.voc.com.cn/。

据悉，湖南“武林百杰”系列评选活动
将持续一年，首批候选名单如下：

“十大武术名师”候选名单:�
陈土送、刘建荣、刘烈红、罗文奇、肖志

勇、晏西征、袁铁军、邹寿福、李志成、唐弘、
刘树群、张礼义、娄丙午、潘材林、黄彩霞、
谭光南、刘选中、郑世昌、张洛玮

“十大武术馆校”候选名单:�
凤凰少林武术学校、 衡东少林武术学

校、 东方文武学校、 祁东文武职业技术学
校、长沙县回龙文武学校、衡山少林文武学
校、凤凰文武学校、南北文武学校、桑植文
武学校、攸县少林文武学校、株洲湘俊文武
学校、邵阳市中南文武学校、仁山武术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少年军校、怀化市文武
职业技术学校、衡阳东方武术跆拳道馆、世
光武道馆 、郴州市弘扬文武学校

“十大武术教练”候选名单：
刘贵华、吴中林、胡佐江、刘小银、廖精

武、瞿才学、吴满元、陈飞、张顺耀、 贺德
军、黄升军、唐成龙、刘海云、李斌、陆盛华、
龙家雄、张祖才、汤林、谭智文

“武术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
陈志强、伍胜勇、欧阳友金、李培雄、梁

伟红、邝建军、李兴、束强中、黄德君、罗贤
德、游罡华、李军、刘如松、张小龙、张冬洋、
周铁清

“武林百杰”首批候选名单：
陈雄志、刘如松、罗建兵、田源、王建

益、伍胜勇、肖独寒、杨育本、郑时强、钟玉
辉、陈寿星、李平芳、刘长华、刘道军、刘雄、
龙云海、罗铁江、马从军、马俊祥、伍朋、颜
晚铁、杨学贵、曾特长、张冬洋、张洛玮、李
培雄、黄德君、欧阳友金、彭秀芝、曾世光、
张亚伟、黄贵荣、康杰才、廖长时、陆建军、
罗贤德、汤林、张翼平、陆盛华、肖振中、游
罡华、周乐敏、肖品和、郭艳春、周铁清、段
佳龙、杜飞虎、李满松、李兴、束强中、胡大
爱、龙家雄、李芝田、陈鼎、方剑、黄真、邱祥
良、夏继华、肖成林、肖文胜、张宏春、张小
龙、刘钢武、罗小春、陈土送、李志成、刘建
荣、刘烈红、刘树群、罗文奇、潘材林、唐弘、
肖志勇、晏西征、袁铁军、邹寿福、张礼义、
娄丙午、黄彩霞、谭光南、刘选中、刘海云、
唐成龙、黄升军、贺德军、张顺耀、陈飞、吴
满元、梁伟红、瞿才学、廖精武、刘小银、胡
佐江、吴中林、刘贵华、李斌、何平、刘宗石、
罗正新、欧阳双发、浦海军、谢荣华、游标
兴、游先焦、郑德明、周洪瑾、邹波、吕金波、
易延英、游珗昂、潘辉、王小斌、王治国、王
磊、罗佳勇、罗正雄、肖建南、谭智文、陈云
生、项育林、黄超、邝建军、李军、郑世昌、张
祖

■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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