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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悦

本届全运会，是男子飞碟双多向
比赛最后一次出现在全运会的赛场
上，以后该项目将退出奥运会和全
运会的正式比赛。对28岁的杨铱洋
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圆梦飞碟双
多向全运会冠军的机会。

“从2003 年进入省队后，我就
一直主练飞碟双多向，14 年的坚
守，一下子要放弃确实有点舍不得，
但既然这样了，只能通过打好这次
比赛让自己不留遗憾。”此前，杨铱
洋曾经参加过两届全运会，都没进
决赛，最好一次名列第八，这次他也

是憋着一股劲儿想和国家队的老大
哥较量一番。从能力上说，近两年
来水平提高很快的杨铱洋，已经是
国家射击队该项目的主力之一，具
备了在国内赛场上争夺金牌的实
力，他与胡斌渊、潘强之间，差的就
是一股全运会冠军的底蕴。

实力最强的三名选手在决赛场上
展开了一番龙争虎斗。最终，上海名
将胡斌渊夺魁，这是他第二次夺得该
项目的全运会冠军，39岁的他也给自
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
句号。“与胡斌渊这些老大哥相比，我在
经验和心理素质上确实有欠缺，能获
得铜牌我也是比较满意了。”据杨铱洋

介绍，全运会结束后，他就要赶往北京
去国家队报到，去俄罗斯参加射击世
锦赛，这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以飞碟双
多向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射击比赛。

虽然男子飞碟双多向比赛即将
退出竞技舞台，但才28岁的杨铱洋
并不想放弃射击，他说：“参加完射击
世锦赛后，我就要考虑一下转项的问
题，至于是参加多向还是双向，我还
没有考虑好，但我相信这次改变，既
是考验，也是我继续职业生涯的新机
会。”对于杨铱洋的转项，省射击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马宇峰十分支持，他认
为以杨铱洋的能力，改练项目的困
难并不是很大。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25日，第
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在我省
宜阳县的凤凰岭射击、射箭训练基地
结束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在男子飞
碟双多向比赛中，河南选手杨铱洋获
得铜牌，这也是河南代表团在本届全
运会竞技项目上取得的首枚奖牌，
冠军则被上海名将胡斌渊获得。

在资格赛中，杨铱洋以138中的

成绩位列第三闯入决赛，排在他前面
的是两位老牌全运会冠军潘强和胡斌
渊。根据最新的比赛规则，参加决赛
的6名选手先进行3轮共30靶的较
量，然后再进行多轮单淘汰，最终的冠
军将通过8轮80靶的较量决出。

决赛杨铱洋开局并不顺利，前
12对24个靶就脱了两靶，不过他很
快调整好了心态，随后的比赛只有1

靶失手。在三轮过后，27中的他与
胡斌渊并列第二，只落后山东选手潘
强一靶。关键的较量中，胡斌渊展现
了强大的心理素质，发挥异常稳定，
最终顺利夺冠。杨铱洋虽然在银牌
争夺战中与潘强都是51中，但由于
资格赛排名靠后，只能屈居第三，这
也是他个人在全运会上取得的最好
成绩。③4

□本报记者 李若凡

7月25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
到，7月份还未结束，全省平均高温
天数就已达到自2000年以来的第二
高值，全省多地的高温天数突破了
历史同期极值。

局 部 地 区 的 高 温 还 将 持 续 。
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到 28 日，受副
热带高压控制影响，我省黄河以南
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出现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
将在 37℃以上。不过，29 日起受
弱冷空气影响，我省持续高温天气
将明显缓解。

多地高温突破历史极值

夏天天热很正常，但是今年夏天
尤其热。

气象学上，气温在 35℃以上时
可称为“高温天气”。如果连续几
天最高气温都超过 35℃，即可称作

“高温热浪”。据省气象台的专家
介 绍 ，今 年 7 月 我 省 高 温 天 气 较
多，截至 7 月 23 日，全省平均高温
天数为 9 天，较常年偏多 5.3 天，为
2000 年 以 来 第 二 高 值 ，仅 次 于
2001年的 9.1 天。

7月 1日至 23日，全省平均最高
气温37.9℃，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灵
宝（7 月 12 日，40.8℃）和三门峡（7
月 13 日，40.8℃），其中省会郑州最
高 气 温 出 现 在 7 月 23 日 ，为
38.8℃。沁阳、林州、卫辉最长连续
高温天数达8天，破历史同期极值。

5月1日至7月23日，三门峡、洛
宁、焦作、温县、荥阳、郑州、登封7站
高温天数破历史同期极值，博爱站达
到历史极值。

降水偏少应防玉米“卡脖旱”

近期全省出现的持续高温天气，
为秋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光

热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发
育。但局部地区降水偏少，高温天
气加剧了土壤失墒，部分农田旱情
可能持续或发展。夏玉米进入花期
后，连续35℃以上高温天气，将会严
重影响花粉和花丝活力，造成授粉
结实不良，产量会严重下降。

为此，省气象台的专家建议：目
前已出现旱情的地区应尽快组织灌
溉，防止夏玉米遭遇“卡脖旱”，确保
夏玉米正常抽雄吐丝。有条件的地
区可采取灌水降温、人工辅助授粉、
叶面喷肥等措施，以减轻夏玉米高温
热害的影响。

预防“空调病”要注意这些

郑州颐和医院副主任医师张
丽娜说，夏天是“空调病”的高发
期，预防“空调病”要经常开窗换
气，最好在开机 1至 3小时后关机，
要多利用自然风降低室内温度，最
好使用负离子发生器；室温最好定
在 25℃至 27℃，室内外温差不要超
过 7℃，否则出汗后入室，会加重体
温调节中枢负担，引起神经调节紊
乱；有空调的房间应注意保持清洁
卫生，最好每半个月清洗一次空调
过滤网；办公桌不要安排在冷风直
吹处，若长时间坐着办公，应适当增
添衣服，在膝部覆毛巾加以保护；
下班回家后，先洗个温水澡，自行
按摩一番，再适当加以锻炼，增强
自身抵抗力。

开 车 同 样 要 注 意 预 防“ 空 调
病”。不要把温度开得过低，车内外
温差最好在10℃以内；不要在开着空
调的车内抽烟，不然就应把空调通风
控制开关调到“排出”；不要在开着
空调的停驶车里睡觉，由于车内通
风较差，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进
入车内会使人中毒；停在烈日下的
车最好不要马上使用空调，应打开
车窗让热气排出，等车内温度下降
后再关闭车窗开启空调。②8

高温“任性”多地“上火”
29日起持续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

■关注高温天气

全运会风云

杨铱洋：

转项，既是考验也是机会

男子飞碟双多向比赛上

河南有了首枚竞技项目奖牌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7月 25日，开封西湖岸边的人造沙滩上，游客
在享受休闲时光。

开封西湖风景区位于开封新区，占地面积近
9000亩，水域面积6000亩，相当于杭州西湖的三分
之二。该湖由西干渠引黄充水，新增引黄灌溉面积
30万亩，每年向市区供水量3000万立方米，对改善
开封的生态、宜居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⑨7

▲孩童在水中嬉戏
◀银色沙滩美如画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魏红 刘飞

“轰”的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浓烟
滚滚。7月 21日上午 8时 30分，杭州
市西湖区三墩镇古墩路一家商铺内，
发生瓶装液化气爆炸。

离爆炸点仅十米远，来自周口商
水县邓城镇姬庄村的“的哥”黄亚峰惊
出一身冷汗，出租车车窗玻璃被震碎，
车上乘客惊魂未定，万幸没有受伤。
黄亚峰帮乘客拦了一辆出租车后，自
己转身跑向爆炸现场。

现场一片狼藉，电瓶车东倒西歪，公
交车、私家车及临街商铺掉落下来的玻
璃碎了一地。路人有的惊声尖叫，有的
择路退散，还有的手足无措呆坐原地。

因为出租车受损无法再开，黄亚
峰就在附近借了一辆三轮车，前前后
后跑了十多趟，把伤者送到就近的医
院。血从他的脚后跟流了下来，渗到
鞋子上，他忍痛拔掉脚上的玻璃碎片，
继续搜寻受伤的群众。

“救救我，我在这里！”一处建筑板
材下面传来痛苦的呼救声。原来是一
名中年男子被压在下面，胳膊、腿部血
流不止。黄亚峰健步上去，掀开板材，
将其做成一个简易担架，和一名路人
一起把受伤男子抬到安全地带。

几分钟后，现场又传来一声巨响，
瓶装液化气发生二次燃爆。

“不能再等了！”看到受伤男子血
流不止，身体越来越虚弱，黄亚峰果断
拦住一辆电动三轮车，和车主一起把

伤者抬上车，向最近的浙江医院三墩
院区驶去。一路上，他紧紧抱住受伤
男子的头部，血沾湿了衣衫。由于抢
救及时，受伤男子转危为安。

又一次折回现场，消防车和急救
车均已赶到，工作人员正在实施紧急
救援。黄亚峰长舒一口气，疲惫地瘫
坐在地，脚底再度疼痛难忍，一块玻璃
碎片已扎破鞋底，刺进脚掌。简单包
扎伤口后，黄亚峰悄悄离开了现场。

黄亚峰爆燃现场救人的事经当
地媒体报道后，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

“名人”。这位腼腆、善良的小伙子婉
拒多家媒体采访。“如果不去救人，便
会觉得良心不安，再说参与现场救人
的不止我一个。”电话中，黄亚峰对记
者说。

今年27岁的黄亚峰来杭州已经7
年有余，最近三年，他成为一名出租车
司机，妻子在杭州靠打零工维持日常
开支，6岁的儿子在老家和父母生活在
一起。

消息传到家乡后，黄亚峰的父亲
和儿子通了电话才放下心来。“不想告
诉父母，主要害怕他们担心我。”黄亚
峰说。

7月24日，受周口市委、市政府领
导委托，周口市人社局有关同志前往
杭州慰问黄亚峰，并送去慰问金 1万
元，以表达家乡人民的敬意。

7月25日，商水县委宣传部、县民
政局的同志前往黄亚峰的老家，为他的
父亲送去3000元慰问金，感谢他为商
水人民培养了一名优秀的儿子。③6

致敬！爆燃中“逆行”的河南“的哥”

去开封银滩去开封银滩
晒晒““日光浴日光浴””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