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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名湘籍运动员出征亚运会

遗失启事
王鹏身份证不慎遗失，号码为 430104197608081041，特

此声明！

老将
新兵
其中有女性运动员 19 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寒冰）近日，第十八届亚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

立，本届亚运会将于 8 月 18 日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据

悉，第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总人数为 1273 人，其中

运动员 845 人，团部人员 35 人，

运动队工作人员 393 人。湖南

省此次有24名运动员顺利入选，

其中 19 人为女运动员。

本届亚运会共设 40 个大项

465 个小项（其中 32 个奥运大

项 330 个小项），中国代表团报

名参加 38 个大项 376 个小项的

比赛，其中 31 个奥运大项 296

个小项。代表团 845 名运动员

来自全国 32 个省区市，包括来

自 15 个少数民族的 59 名运动

员。本届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平

均年龄为 24.4 岁，其中年龄最

大的是桥牌运动员朱爱萍（61

岁），年龄最小的是游泳运动员

王一淳（13 岁）。

据悉，这是历届亚运会中湖

南运动员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

包括黄瑰芬、周倩、周玉、张

亮在内的共计 24 名“老将新兵”

将参加 12 个大项的比赛，包括

田径、篮球、摔跤、赛艇、柔道、

跆拳道等，共计26个小项。此外，

还有三位湘籍教练将以国家队

教练员的身份出征，他们是龚

大立（水球）、贺向阳（羽毛球）、

赵文进（跳水）。

沙漠、深山、海洋，4 名湖南女作家解读 4 位科学家的人生——

“中国追梦者”系列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邓魏）当纪实写作与少儿读物

新颖碰撞，“中国追梦者”将

擦出怎样斑斓的奋进火花？ 8

月 3 日，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长

沙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

国追梦者’系列：余艳、王杏

芬、王丽君、何宇红作品研讨会”

在长沙举行。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

会长、文学评论家李炳银，省

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夏义生，

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散文

学会会长梁瑞郴，省作家协会

党组副书记、省报告文学学会

会长游和平等 50 余名文学界专

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展开研讨。

该系列主人公之一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何继善应邀参会并讲话。

据了解，由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追梦者”系

列包含 4 本书籍，分别为余艳

的《追梦密码 · 何继善》、王

杏芬的《大漠游侠屈建军》、王

丽君的《深山“候鸟”汪思龙》、

何宇红的《珊瑚卫士陈偿》。4

位湘籍女报告文学作家跳出枯

燥乏味的高深学术论调，深入

挖掘 4 位男科学家的故事，以

女性细腻温情的视角，以儿童

喜闻乐见的笔调，探索民族精

神、解读时代密码。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追梦

者”系列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作为儿童读物，该系列书籍在写

作手法上注意契合读者身份，用

最朴质形象的语言讲述正能量

的故事，以各行各业中默默无闻

却又是中流砥柱的人民科学家为

叙述对象，以有趣的科学探索

吸引青少年，以壮美的祖国自然

风光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以榜样

的力量感召全社会，融科学性、

趣味性、知识性和教育性于一体，

让读者于精彩的故事里略窥科

学家的人生境界，在感动和向往

中激发心底的正能量。

湖南多个“明星”景区门票将降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湖南旅游又迎“大

礼包”。8 月 6 日，湖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官网公

布了关于降低武陵源核心景

区门票价格的批复，以及关

于降低岳阳楼景区、南岳中

心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新

的门票标准有效期均为5年。

根据公告，武陵源核心

景区旺季门票均下降 20 元，

淡季门票下降 21 元。其中

旺季（3-11 月）普通门票

降为每人次 225 元（原为

245 元），淡季（12 月至次

年 2 月）普通门票降为每

人次 115 元（原为 136 元），

门票连续 4 日有效。武陵源

核心景区年票价格为每人

次 298 元，游客购票后一

年内可不限次数进入景区。

景区对旅行社团购、网络

提前购票的游客实行价格

优惠：旺季普通门票为每

人次 182 元，淡季普通门

票为每人次 91 元。

南岳中心景区旺季（5-10

月）门票政府指导价格由

120 元 / 人次降为 110 元／

人次。武陵源核心景区和南

岳中心景区的门票新标准均

从 9 月 22 日起执行。而岳

阳楼景区门票政府指导价格

亦由 80 元 / 人次降为 70 元

/ 人次，新标准从 8 月 6 日

起执行。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 通
讯员 杨田风 ) 你知道自己每

个月用了多少话费，分别花

在哪里吗？自 8 月起，工信

部要求基础电信企业需以短

信方式按月向用户主动推送

通信账单信息，清楚地告知

用户每月的电话费都花在哪

里。8 月 6 日， 湖 南 联 通、

湖南电信等运营商都已接到

通知，目前正在做系统升级

改造。

据了解，目前手机用户

查询话费清单，可以通过线

下营业厅、网上营业厅、客

服电话或发送短信等多个渠

道。多数用户表示，若话费

没有较大变化，基本都不会

主动查询账单。

实际上，“隐形扣费”一

直困扰着不少手机用户。长

沙市民陈女士就曾接到过电

话，运营商客服称，可以免

费体验开通一项服务，等免

费期满后未经她同意转为收

费服务，最后只得去营业厅

取消。甚至有消费者申请开

通某项业务后，运营商并未

实际提供服务却被扣取相关

费用。这些扣费因为涉及金

额较小、隐蔽性强，许多消

费者难以察觉。

据了解，目前各大运营

商都正在进行话费账单的系

统升级改造。湖南电信方面

透露，目前正对原有账单服

务功能进行梳理，对短信推

送实施规则、流程、服务保

障等工作进行优化，并启动

短信网关扩容改造，本月起

将陆续开始向用户推送短信

账单信息服务。

话费花在哪？8 月起将有短信告诉你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章
清清 通讯员 杨宇）8 月 3 日，

在湘潭市妇联的支持下，岳塘

区人民法院联合岳塘区妇联成

立的湘潭市首家“家事纠纷调

解室”正式挂牌。

家事纠纷调解室由岳塘区

人民法院主导，设在法院立案

庭诉调对接中心，通过调动现

有的具备丰富社会阅历和充足

调解经验的专业调解人员，对

婚姻家庭类案件进行诉前调解。

同时，由妇联提供心理咨询师、

婚姻家庭咨询师等专业力量同

时加入，以形成多方合力，帮

助调和矛盾纠纷。

据了解，家事纠纷调解室

自去年 10 月起试运行，岳塘

区人民法院通过这段时间“把

脉”分析大量家事案件之后，

与区妇联正式联合设立。其目

的在于积极探索家事纠纷多元

化化解新机制，借力妇联组织

优势，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进

一步完善纠纷解决联动机制，

不断拓宽家庭矛盾的化解渠

道，有效修复家庭关系，维护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努力实现家事纠纷“案结、事

了、人和”。

快乐体操夏令营在湖南开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陈寒冰）为让更多爱好

体操运动的孩子，尤其是

贫困地区青少年儿童有机

会接触体操运动，8月8日，

2018 年全国青少年儿童快

乐体操夏令营（湖南站）

在长沙开营，全省14 个市

州共 100 名孩子免费加入

到这场纯公益类青少年儿

童快乐体操训练营中。

如今，体操项目承载

了竞技体操和全民健身的双重任

务。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李敬介绍，本次活动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体操协会主办，湖南省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湖南省体操运动协会

具体承办。主要参与对象为全省

5-8 岁青少年儿童，内容包括体

操文化传播、体操知识普及、身

体素质测试、体操明星互动、快

乐体操体验、快乐体

操等级动作教学与考

核等板块。本次夏令

营为期 5 天，参营运

动员将分组参与器械

训练、接力通关、集

体自由体操、单双杠、

创意搭建等活动单元，

并有机会观摩体操冠

军训练，与体操冠军

现场互动。

据 悉，8 月 10 日，

2018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湖

南站）暨湖南省“体育·新时代”

快乐体操夏令营也将开营。8月，

快乐体操将在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中

画上充实有趣且意义深远的一笔。

湘潭成立首家“家事纠纷调解室”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周鹏程 通讯
员 姚家琦）“奶爸这样给宝宝

按摩是不对的，要用手的指

腹去按压！”8月8日，从全

国各地慕名而来的 20 名“糙

汉子”齐聚湖南省儿童医院，

参与第二届“奶爸节”暨第八

期超级奶爸公益训练营——

在此次训练营中，他们将接

受由医院新生儿专家团队组

织的面对面免费教学，学习

0—1岁内婴幼儿母乳喂养、

抱姿、人工喂养等20 余项育

儿技能与理论，完成由“糙汉

子”到“超级奶爸”的蜕变。

“这次训练营我们到今年

已经举办了8 次。我们在举

办活动时发现，现在男士参

与育儿的积极性比以前高了

很多。”该科室护士长王洁

认为，随着社会育儿观念的

转变，父亲将在婴幼儿成长

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研究证明，奶爸带孩子可以

进一步促进孩子智力、身体、

心理等方面的健康发育。”王

洁提到，男士一般较女士逻

辑思维、动手能力更强，因

而奶爸在宝宝健康成长过程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记者了解到，针对当下

我国的育儿家庭分工现状，

湖南省儿童医院希望借着“奶

爸节”的举行，进一步提升

社会中“奶爸”的数量，让

更多的父亲认识到他的参与

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糙汉子”齐聚湖南省儿童医院——

长沙迎来“奶爸节”

孩子们在教练带领下体验体操的快乐。图 / 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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