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由中国绿化基金会、湖南省
林业厅、潇湘电影集团、长沙市文广新
局联合主办的“自然·生命·爱”公益影
像展暨“物种100”生态保护系列活动
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幕。

公益影像展中，主办方从电影《我
们诞生在中国》的剧照、幕后工作照，
湖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摄影记录
以及“发现中国之美·人与环境摄影大
赛” 的获奖作品中精选出许多珍贵画
面。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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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19日，2016年里
约残奥会将举行闭幕式。 在赛场
上，湖南运动员共获得8金4银1铜
的优异成绩， 大大超出了往届残
奥会。9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湖
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
发去贺信，祝贺湖南省运动员在第
十五届残奥会中取得的出色成绩。

贺信内容说，欣悉我省优秀运
动员杨超、黄兴、陈君飞、史逸婷、周
霞、文晓燕、蒋芬芬、刘卫、晏亚军参
加第十五届残奥会，不畏强手，顽强
拼博，共斩获8金4银1铜，以出色的
成绩为湖南省增添了光彩， 为祖国
赢得了荣誉。在此，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向你
们并通过你们向获奖运动员表示
热烈祝贺并致以亲切问候！

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
拼博、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充分
展示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
良好形象，他们不畏艰难、奋勇争
先的精神， 必将鼓舞和激励湖南
人民加快富民强省建设进程。希
望运动员们继续弘扬残奥精神，
与世界各国体育健儿共同交流技
艺、增进友谊，为祖国、为人民赢
得更大的荣誉。 ■记者 袁欣

一万多人沿着巨龙般蜿
蜒的湘江大堤，两天内徒步穿
越长沙、 湘潭和株洲三座城
市， 这就是湖南百公里。10月
15日-16日，2016湖南（秋季）
百公里将开拔，隆隆的脚步声
又将伴着北去的湘江波涛响
起。

湖南百公里是中国规模
最大的长距离徒步活动，活动
自2007年创办以来，先后共有

十多万人参加过。“两天走过
三座大城市，这种感觉绝对是
独一无二的。” 刚刚从内蒙古
霍林郭勒考上湖南大学的吴
根伦很是期待，他说在他的家
乡坐汽车去大一点的城市都
要一整天。

2016湖南（秋季）百公里
活动线路是从长沙洋湖湿地
出发，当天抵达湘潭，休整一
晚后次日继续前往终点株洲

体育中心， 全程沿湘江大堤行
走，视野开阔风景优美。

据悉， 活动报名已全面启
动，有意参加者可进入湖南百公
里官网（100km.voc.com.cn)报
名并了解活动详情。

本次活动由平安人寿湖南
分公司冠名， 活动得到了红牛、
百度、竞网、捷信、新希望等知名
品牌的支持和合作。

■记者 袁欣

9月17日，“恒大2016世界斯诺
克中国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
恒大海上威尼斯酒店举行。

恒大2016世界斯诺克中国锦
标赛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的A
级赛事，是由世界斯诺克协会、中国
台球协会主办，恒大集团独家承办的
世界职业斯诺克赛事， 将于今年11
月1日-�5日在广州体育馆正式开赛。

中锦赛前期预热赛事亦同时
正式启动， 范围遍及全国32个省
市，分别在上海恒大海上威尼斯酒
店、天津东丽湖恒大酒店、重庆恒
大酒店、广州恒大酒店进行分区海
选赛。新闻发布会上，世界著名斯
诺克球星丁俊晖、塞尔比正式被聘
任为推广大使。

中国举办过斯诺克的公开
赛、大师赛、精英赛、世界杯，但真
正属于中国的国际A级锦标赛一直
没有。“恒大2016世界斯诺克中国
锦标赛”的创办，填补了中国斯诺克
国际A级赛事的一项空白。 这也是
目前中国奖金最高、参赛球员级别
最高、影响最广的斯诺克国际顶级
赛事，总奖金高达65万英镑。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 中国台球协会副主
席王延梅在发布会上表示：“恒大
集团有着超凡的实力和能力，相
信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将极大
促进中国台球运动的发展。”

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
格森在发布会上表示，在中国台球
协会和恒大集团的积极推动和帮
助下，促成了恒大2016世界斯诺克
中国锦标赛的成功创办，相信必定
推动斯诺克在中国的大力发展。

业界人士认为， 恒大在体育
产业方面领先的发展战略、 职业
化的管理理念、完善的赛事保障，
以及业界公认的“恒大模式”，必
定会使恒大2016世界斯诺克中国
锦标赛成为世界斯诺克的标杆赛
事，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斯诺克运
动在国内普及与发展， 推动中国
体育事业发展。 ■记者 杨莉

视频直播太火，明
星上直播已是家常便
饭。近日，花椒之夜颁奖
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范冰冰、 张继科、 王祖
蓝、张震岳、吴莫愁等数
十位明星到场。盛典上，
范冰冰、 张继科获封直
播“首席体验官”“首席
产品官”，正式宣布“入

职” 花椒直播。 当天还有
300位花椒当红主播出席，
共同角逐“年度最佳男女
主播”“最佳人气主播”等9
项大奖。

刚刚参加完第41届多
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范冰
冰， 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
内，便吸引超过648万粉丝
关注互动， 范冰冰花椒直
播首秀创历史新高。

新晋“国民老公”奥运
冠军张继科的亮相， 引得
粉丝连连尖叫。 这是范冰
冰与张继科首次同台亲密
互动。 范冰冰首先大方邀
请张继科教自己打乒乓
球， 张继科则表示希望范
冰冰能教自己演戏， 看样
子张继科离全面进军娱乐
圈不远了。 ■记者 袁欣

在室外真人秀全线
爆红的收视环境下，央视
大型综艺节目《全家好拍
档》 却采用逆向思维，将
户外竞技搬回到了室内。
16日，《全家好拍档》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四名奥运
冠军现场录制节目。

一个多月来，里约奥
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奥运
健儿们收获了大批“迷弟
迷妹”，作为里约奥运会中
国女排夺冠功臣，魏秋月、
刘晓彤与跳水冠军陈若
琳、 陈艾森献出综艺首秀
《全家好拍档》。 当天游戏
领队的王宁、 修睿也忍不
住表示自己就是来追星
的， 非常高兴能和奥运冠
军搭档。

对于粉丝最为关心
的退役传闻及是否有信
心征战东京奥运会，魏秋
月表示，目前是赛后休息

期，10月就将归队训练，
“我很想坚持到东京奥运
会， 但还要看身体状况。
郎导在各个方面都有丰
富经验，我们希望她能继
续任教。” 尽管近期女排
曝光率较高，但魏秋月也
透露了选择节目的标准：
“《全家好拍档》与体育的
共同性是都注重拍档精
神，通过默契的配合展现
团队合作，就像一个大家
庭一样，很适合我们。”

据悉，节目共分为12
期，由央视著名主持人李
佳明、 杨帆担任主持。节
目将以“拍档”为情感内
核，每期邀请两组明星主
嘉宾。节目中，两组主嘉
宾将分别邀请自己的好
友、 家人甚至曾经的同
事、朋友等有情感关联的
嘉宾一起上场组队。

■记者 袁欣 北京报道

兜兜转转一年多,《爸爸去哪儿》
第四季终于正式开拍了。18日， 记者
从节目组得知，田亮父子已确认加盟。

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中，田亮
与森碟暖心又有爱的相处模式， 让这
对父女圈粉无数。 田亮在节目中对生
活细节的追求以及对孩子的精心呵
护，也让田亮“好爸爸”形象为人称道。

田亮小儿子田宸宇酷似姐姐森碟
的长相也让网友直接就给他取名为
“森碗”，有了第一季的经验，田亮会不
会更加得心应手呢？ 预计10月就可在
芒果TV全平台看到了。 ■记者 袁欣

10月15日-�16日出征

湖南秋季百公里开始报名啦

恒大2016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落地广州

8金4银1铜，湘籍健儿，好样的！
里约残奥会今闭幕，省委省政府致电祝贺湖南运动员

田亮父子加盟《爸爸4》

近日，《中国新歌声》 学员全国巡
回见面会亮相长沙。 汪峰战队的郑迦
文、 那英战队的周旸和周杰伦战队的
黄俊杰来到长沙，和观众们见面。

三位学员聊到了自己导师的趣
事， 郑迦文透露：“汪峰老师私底下会
带我们一起吃火锅，很关心我们，不止
是在音乐上，还有生活上。”周旸表示：
“那英老师很温暖， 有时候还有些逗，
私底下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导师， 指导
我们时也会用很好玩的方式。”周杰伦
战队的黄俊杰透露周杰伦私下会和学
员一起组团打游戏：“有一次杰伦老师
请我们吃火锅，他提议一起玩游戏，之
后我们回到酒店就开始连线打LOL
（网络游戏）。” ■记者 袁欣

学员曝周杰伦带队打网游

上电视
四奥运冠军录《全家好拍档》

上直播
范冰冰请张继科教乒乓球

“自然·生命·爱”影像展开幕

湖南省妇联日前发布通知，宣布授予举重运动员向艳梅、举重
运动主教练周继红，游泳运动员孙文雁、李晓璐，体操运动员谭佳
薪、商春松6名湘籍女运动员湖南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在里约奥运会上，奥运湘军取得了2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
的优异成绩，向艳梅等女运动员刻苦训练、敢于拼搏的精神，更是
充分展示了湖南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风采。此次授旗
是为表彰她们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成绩， 也以此引导和激
励广大妇女。 ■记者 吕菊兰

相关新闻

向艳梅6人获省三八红旗手称号

陈君飞夺得女子跳远
T38级金牌。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