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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7 月 12 日收
盘，7月已有八个交易日，大盘
保持窄幅震荡，上证指数报收
3197.54点，相比6月最后一个交
易 日 微 涨 5.11 点 ，涨 幅 仅 有
0.1%。但“赢在中原”实盘大赛
的优秀选手，排除了新股中签等
因素影响后，仍然取得了八个交
易日收益率 49.26%的好成绩，
远远跑赢大盘。

据悉，参赛的选手们各显
神通，各种投资风格均表现不
俗。 昵称为“ly8360556”的参
赛选手，重仓钢铁股八一钢
铁，稳居50万元以上组别第一
名，进入 7 月以来取得 31.68%

的 好 成 绩 。 昵 称 为“star·
long”和“韦晨”的选手，均借
方大炭素因石墨电极价格飙
升而股价飙升的东风，分别位
居 5—50 万组和 50 万以上组
的第二名。

对于大盘后市，中原证券新
华路营业部投资顾问李雅卓（执
业证书编号：S0730611080025）
认为，A股一直有“五穷六绝七
翻身”的说法，进入7月大盘虽
然维持震荡，但市场人气明显
复苏。因乐视网被拖累的中小
创仍有下杀风险，但个股已经
逐步活跃，赚钱效应开始显
现。7月正是中报业绩逐步发

布的时间段，重点关注业绩突
出的个股，尤其是价格上涨业
绩触底反弹的周期股，同时也
要警惕因业绩不如预期而引发
的突然杀跌。建议投资者继续
轻大盘重个股，精选个股进行
调仓。

投资者可通过中原证券网
（www.ccnew.com）大赛专区、财
富中原微服务微信平台（微信
号：ccsccfzy）直接报名参赛，并
可查询赛况、关注选手了解高手
操作思路、定制参赛高手的实时
操盘信息等。

大赛热线电话中原证券平
顶 山 新 华 路 营 业 部 0375-

7695062。（李雅卓 牛哲）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作

为操作依据。股市有风险，入市
须谨慎。）

7月赛程火爆 实盘大赛拼杀激烈

□本报记者 牛超
实习生 赵彧佳

5 年前，他被确诊患了癌
症。但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用
乐观的心态，积极投身到运动中
去。5年多过去了，他不但连感
冒都没得过，而且在复查中，体
内的癌细胞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他就是行学义。

确诊患癌，全家忧心

行学义今年 59岁，平煤神
马集团四矿退休工人，家住平
安大道西段优胜小区南 A 座。
昨天上午，记者依约在小区见
到了他，行学义皮肤黝黑，穿着
一件蓝色 T 恤，裸露在外的胳
膊和小腿肌肉发达，说话声音
洪亮，咋看都不像是位癌症患
者。

据行学义说，2011年底，一
向身体健康的他老是肚子疼。
一开始，行学义没在意。腊月
二十七，行学义的肚子又疼
了，他在按压肚子时无意中摸
到一个“疙瘩”。当天来到解
放军 152 医院检查，被确诊为
直肠癌。“去医院就没让再回
来，正月初四就做了手术。”行
学义的妻子马杏说，因为丈夫
患病，那个春节他们一家人都
没过好。

乐观心态，面对“病魔”

“他患病后，我们心里都急
死了，他却像没事人一样，该吃
吃，该睡睡，心态好得很。”马杏
说。

“得病了，着急有啥用，阎王
爷想收，咱也没办法！”行学义笑
呵呵地说。

手术后，行学义又进行了3
个多月的化疗。“化疗时身体状
况直线下降，严重的时候连床也
下不来，闻到饭味就吐，头发大
把大把地掉，全靠输液维持生
命。”行学义说，在医院住了有半
年多，他出院回家。

“刚回家时，走几步就喘，
全身关节都疼，胳膊也抬不起
来。”行学义说，按摩、理疗，效
果都不太明显。后来他开始跑
步和打鞭陀。“每天到生态园，
绕着人工湖跑。开始跑小半
圈，然后是半圈、一圈，现在一
次要跑个三四圈。跑完步再找
个僻静的地方打会儿鞭陀，最
初用1斤多重的鞭子打，后来是
2斤，再后来就是几十斤重的鞭

子。”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行学义的胳膊能抬起来了，关
节也不疼了，药也不吃了，身体
状况也越来越好了。还多次代
表我市鞭陀协会参加全国性的
鞭陀比赛和邀请赛，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月底，我还要去
贵州六盘水参加鞭陀比赛。”行
学义说，“现在，我一口气跑个
十来里都没问题。”不但如此，
在出院后的几年里，他连感冒
都没得过，“前段时间去医院复
查，癌细胞找不到了，各项指标
都正常。”

相互体谅，家庭和睦

此外，行学义的家庭很和

睦，他和妻子、孩子的关系非常
融洽。

马 杏 说 ，丈 夫 刚 出 院 不
久，她母亲因不慎摔倒骨折在
她家养伤，“他当时身体还不
太好，可每天都守在老太太身
边，为老太太端吃端喝，特别
上心。”

“我母亲去世早，她妈就是
我妈。对待老人，尽心就好。”行
学义说，“我身体越来越好，跟家
庭和谐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和
老伴结婚 30 多年，从没吵过
架。两个孩子从小就很省心，而
且非常孝顺。”

说到夫妻和睦的相处之道，
行学义认为做好八个字就行了
——“互相忍让，互相体谅”。

患癌5年多，他心态良好、努力锻炼，体质越来越好——

行学义：不向“病魔”低头

昨日，市区开源路上，行人从
悬挂的游泳圈前经过。随着夏季
水上运动的增多，各种各样的水
上用品开始进入销售旺季，一些
市民却分不清市场上出售的游泳
圈与救生圈的区别。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相关人
士介绍，二者执行的生产标准是
不一样的，游泳圈多为塑料制作，
一般作为水上玩具在浅水区供儿
童使用。而救生圈使用的原材料
为聚苯乙烯、玻璃纤维布等复合
材料，整体重量不小于 1.5 公斤。
所以，二者在安全防护方面有着
本质区别，人们购买时要区分它
们的使用类型。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选购水上用品
要分清类型

本报讯 由平顶山晚报组
织的“浪漫西泰山，寻找有缘人”
浪漫之旅明日启程。在两日游
期间，工作人员将带领众多单身
男女冲出城市“牢笼”，相信每个
人都会有收获，无论是爱情，还
是人生感悟。

想在青山绿水间邂逅美丽
爱情吗？我们明天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山区天气阴晴不
定，请嘉宾携带外套、雨具、遮

阳帽等。

行程安排：

7 月 15 日：7:30 从市区平
西建材城（建设路与凌云路交
叉口）乘大巴赴汝阳西泰山。
在车上所有嘉宾进行自我介
绍，10:30 左右进行互动游戏，
然后集体午餐。14:30 游炎黄
峰、情侣峰，18:00集体晚餐，19:
00 举行篝火晚会，晚宿农家

院。
7 月 16 日：8:00 统一用过

早餐后游览情侣古道、月亮
湾、圣水湖、玉碧潭等景点，中
午自由就餐，16:00乘车返回平
顶山，行程结束。

活动要求：

1.手机保持畅通，服装以运
动休闲为主，请勿穿高跟鞋。

2.统一集合点上下车，不接

受中途上下车，中途不得退团、
离团，不能擅自离队。

3.参加活动时注意安全，遵
守团队纪律，服从安排，不要有
攀爬、冒险、酗酒等行为，文明交
友，否则责任自负。

4.为保证活动顺利进行，领
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咨 询 热 线 ：18236662727、
13592179403。

（李爱仙）

“浪漫西泰山，寻找有缘人”浪漫之旅明日启程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昨日，湛河区马庄街
道华西社区评选出 10户文明家
庭，并开设“道德讲堂”，号召辖区
居民向榜样学习。

当天上午，华西社区活动室
内座无虚席，在大家的热烈掌
声中，10 户文明家庭代表接过
了荣誉证书。简单的颁奖仪式
过后，社区“道德讲堂”开讲。
社区3名“道德模范”依次上台，
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
程。

年过八旬的岳朝斌退休前曾
是全国模范老师，退休后在悉心
照料患病老伴儿的同时，还当上
了楼栋长。十多年来，他不仅成
了社区的好帮手，还是小区居民
的知心人。今年3月，省卫计委
首批“全省幸福家庭”榜单揭晓，
岳朝斌一家成为市区唯一获此
殊荣的家庭。讲堂上，岳朝斌用
生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热衷社区
工作的缘由和一路走来的苦与
乐。

市“十佳母亲”宋云霞照顾
脑瘫儿子王松涛近 20 年，不仅
帮助儿子站了起来，还教会他
看书、读报。宋云霞演讲时几
度哽咽，台下的儿子也流下了
眼泪。

活动结束后，辖区居民纷纷
表示很受教育，今后要多向这些
优秀人物学习。

华西社区开设
“道德讲堂”

行学义和爱人一起观看自己参加比赛的获奖证书。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