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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潘佳佳

8月8日—18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以下简称二青会）在山西举行。本届运
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山西省人民政
府承办，是全国青年体育运动健儿展风采
的高规格体育赛事，也是对全国各地各代
表队竞技体育水平的一次检阅和推动。为
实现与奥运会的全面接轨，二青会共设置
49个大项1868个小项，涵盖了夏季奥运会
全部项目和北京冬奥会的绝大部分项目。
其中，包括射击、射箭、自行车、击剑、皮划
艇、拳击等。

在竞争激烈的运动会中，由萧山区少
体校输送的两位19岁运动健儿陈泽家、陆
家辰代表杭州队奋勇参赛，他们在场地自
行车男子甲组团体竞速赛（体校组）中，取
得第一名的佳绩，成功斩获1枚金牌。同
时，小将陆家辰叱咤赛场，在自行车250米
计时赛中荣获个人冠军，顺利拿下1枚金
牌。两位运动员的骄人战绩，为杭州市自
行车运动项目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力
量，让所有教练都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两名运动员是在2015年、2016年的
时候被我们发掘的。当时，他们在读初二、
初三，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大展身手。我
们教练通过老师的推荐，发现他俩的身体
爆发力和协调性特别好，都是难得的运动
员苗子。”负责自行车运动项目输送工作的
萧山区少体校田径教练吴晓旭激动地说。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两名孩子对自行车运
动项目是相对陌生的，但是怀着对运动的
喜爱，他们毅然踏入了自行车运动项目的
训练队伍。随后，经过市队和省队短暂集
训，在教练的用心培育、自己的艰苦付出下，
他们很快在各大赛场崭露头角。2017年，
获得全国青少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冠军；
2018年，获得中国场地自行车联赛总决赛
冠军。付出后的回报，让他们在自行车运动
项目的道路上越骑越坚定，一定程度上也为
此次在二青会中夺取金牌增添了动力。

除了他俩在二青会上发光发亮，萧山
还有不少青年运动员活跃在运动场上，他
们意气奋发，不断拼搏，为家乡赢得了诸多
荣誉。在游泳项目的比赛中，运动员尹嘉
禾获得女子乙组200米混合泳铜牌、女子

甲组4*100米混合泳接力铜牌；在拳击运
动项目的比赛中，女拳姑娘徐邹芳获得女
乙52公斤级银牌、周丽婷获得女乙66公斤
级银牌、李静雯获得女乙48公斤级铜牌、
梁江文获得女甲75公斤级铜牌。这些闪
耀荣誉的取得，无不彰显出了萧山运动员
们超强的实力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展现了
我区良好的竞技体育风貌。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竞技体育以备
战亚运为总牵引，输送的运动员在各类体
育赛事上披荆斩棘，屡获殊荣。目前，陈泽
家与陆家辰两位运动员已成功入选国家自
行车队，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选名
单，并将进入香港体育学院进行集训。值
得关注的是，他们也成为了2022年亚运会
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此外，我区女子拳
击运动员王徐露和男排运动员李咏臻、王
斌也分别入选国家队，均有望参加国际大
赛为国争光。同时，我区运动员在各级重
要赛事上捷报频传，荣获洲际锦标赛金牌1

枚、全国比赛金牌5枚、省级大赛金牌7枚。
体育成才就是“金字塔”模式，塔顶的

冠军只有一个。近年来，为了培育好具有
潜力的运动员，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输送人才的“伯乐”，萧山区少体校紧
跟我区体育事业改革发展趋势，重点开展
人才梯队建设，拓宽运动员的“出口”渠道，
积极与上级体校和高等院校联系，竭尽全
力输送好苗子前去深造。目前，就自行车
运动项目而言，截至今年上半年，已输送了
15名体育运动人才，他们在省队进行系统
训练，希望早日站上大型体育运动赛事争
金夺银。“随着少体校二期建设项目的火热
进行，今后，学校的硬件设施将得到很大的
提升，这将给我区运动员们带来更好的成
长空间。二青会结束后，我们的运动员又
将马不停蹄地备战2021年杭州市运会，期
待能有更多像陈泽家与陆家辰一样优秀的
本土运动员涌现，为家乡争光。”萧山区少
体校全体人员满怀期待。

萧山运动健儿勇夺全国青运会2金

一、《华夏美学》
李泽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定价

39.8元。“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
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
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
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
更不用说美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
之类了。“美”在中国艺术和中国语言
中的应用范围广阔，使用次数异常频
繁，这个应用范围和使用次数，可与其
他语言做一比较研究。本书与《美学
四讲》《美的历程》共同构成李泽厚先
生著名的“美学三书”。本书依照历史
演变的的轨迹，从远古礼乐、孔门仁
学、儒道互补、屈原的深情、禅宗的形
上追索谈到近代西方美学的影响，将
中国文化中的物质及精神美做了十分
详细的论述，使读者对华夏之美的了
解更加全面、生动、系统，让我们更加
理解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审美等一系
列文化特征，更好地区分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以及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文化，
使更多的人理解并认可中华之美、华
夏之美。

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日）吉野源三郎著，南海出版公

司，定价49.5元。本书通过一个少年
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困惑，探讨了生而
为人真正重要的东西，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读者，包括动画大师宫崎骏。可
以说，本书是一部宫崎骏从10岁读到
70岁的小说，与宫崎骏结下了奇妙的
缘分：小学时，宫崎骏就在教科书上读
到书中节选，不久后偶然在家附近的

旧书店再次看到并买下；近60年后他
仍对这本书记忆犹新，在自传中写道：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翻开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时的感受，心
中毫无缘由地涌起一股怀念之情。”
2017年，将近80岁高龄的宫崎骏宣
布正在制作一部电影，并直接将《你想
活出怎样的人生》选定为电影名。正
像宫崎骏说的那样，“这本书传达出这
样的信念——无论时代如何困难、残
酷，都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当你
怀疑和迷茫时，这部经典小说一定可
以帮到你，同时我们也能决定以怎样
的姿态好好活着。

三、《生活需要仪式感2》
魏文翼著，山东文艺出版社，定价

42元。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幸福感也
将随之而来。你想念的人和事，都能
在仪式里相逢。数十位明星大咖口口
相传，上万家主流媒体感动推荐。本
书是不容错过的影响力佳作系列，拥
有仪式感，生活更美满。12位作家亲
述仪式感独特体验，还原50种仪式感
场景，带给你简单而丰盈的小美好。
当日子清苦而平淡时，仪式感能让你
心怀期望，消除困顿。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 1028号

（长途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 上 书 城 ：http：//xiaoshan.

zxhsd.com；http://www.xsxhsd.
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一、大赛主题

“祖国，我爱您”

二、参赛对象

4——15周岁热爱语言艺术的学生，分
为幼儿组（中班—大班）、小学A组(1—2年
级)、小学B组(3—4年级)、小学C组（5—6年
级）、初中组（7—9年级）。赛事纯属公益性
质，不收取学生任何参赛费用。

三、参赛形式和时间

通过海选、复赛、决赛的形式开展，选手
可根据儿歌、童谣、朗诵、讲故事、演讲、相
声、快板、主持、配音、剧本独白等语言类形
式进行表演。

时间：海选、复赛限时4分钟之内，决赛
限时5分钟之内。

四、奖项设置

1.评选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新

星奖；
2.根据参赛及获奖学生数量，对各校主

要组织者，授予优秀教师奖，并颁发证书。

五、报名方式

以自愿为原则报名。
1.团体报名：由学校、教师集体组织参

加。报名通道：团体参赛组织者填写好集体
参赛表，填写“孩子姓名+学校班级+联系方
式+表演内容”，并将集体参赛表发送至组委
会赛事邮箱459742433@qq.com,发送时，
请备注“少儿语言风采大赛+学校名字+人
数”，工作人员会及时跟进联系，以保证选拔
工作有序进行。

2. 社会报名：以个人为单位，自由参
加。报名通道:①微信报名：扫一扫组委会赛
事微信二维码，按照要求进行报名；②电话
报名；③现场报名：现场填写报名表，要求字
迹清晰，核对确认；信息填错或字迹潦草则
将取消参赛资格。报名地址：萧山日报二楼
《教育周刊》；

六、报名时间

即日起——9月30日

七、报名咨询电话

83518283、18143487726（潘老师、陆老师）

八、注意事项

1.比赛过程中，服装、道具、配乐、化妆等
不做要求，可自行准备；

2.本次大赛中，选手必须在监护人陪同
下进行参赛。

萧山区首届“超级演说家”少儿语言风采大赛正式开启
4—15周岁热爱语言艺术的少年儿童赶紧来报名

■记者潘佳佳

你是否曾经有那么一刻，希望站在舞台
上，自信地表达自己？你是否曾经羡慕过，
那些仪态大方的演讲者，靠一张嘴获得满堂
喝彩？现在，机会来了。由区文明办、区妇
联、区教育局、萧山日报社主办，萧山日报
《教育周刊》、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承办的
2019萧山区首届“超级演说家”少儿语言风
采大赛正式开启。

本次大赛面向4—15周岁少年儿童，以
“祖国，我爱您”为主题，以艺术育人为宗旨，
围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弘扬家风家
训”“发扬传统美德”“倡导文明我先行”“畅
想美好未来”等表演内容，用崭新的姿态和
向上的面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有
参赛选手都将通过海选、复赛、决赛角逐出
我区的“超级演说家”，并登上萧山区第五届
少儿跨年晚会的舞台。

作为我区一项大型少儿语言赛事，“超
级演说家”少儿语言风采大赛是深受家长和
孩子欢迎的萧山区“湘湖未来星”少儿主题
系列活动之一，和萧山区“湘湖未来星”少儿
才艺大赛、萧山区少儿六一晚会、萧山区少
儿跨年晚会一同给我区少年儿童带来更多

成长空间。比赛延续了“湘湖未来星”各大
活动的公益赛制，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帮
助每一位热爱语言艺术的孩子在舞台上增
强自信，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赛事还
沿袭了专业赛制，不仅提供资深的语言老师
进行免费辅导，而且还邀请了区内外语言专
家担当评委，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特别是
在赛事服务方面，大赛对每一位选手都设置
了符合年龄段的表演内容，所有选手都能在
各自的组别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表达能
力，提升语言魅力。更重要是为了让高水平
选手找到远大的目标，决赛中的每一位选手
都将在完成表演内容后，得到评委们的细致
点评，查漏补缺，获得真正的成长。

你说，我们听。大赛还将开拓创新，全
面开放参赛语言艺术种类，搭建一个全方
位、开放性的平台。无论是感人至深的诗歌
朗诵、主持演说、剧本独白、短剧、故事讲解，
还是欢乐畅快的快板、相声、小品，甚至是动
画配音、即兴演讲，都可以在这个闪亮的舞
台上精彩亮相。“通过比赛，希望青少年儿童
能够深刻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希望有
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展示家乡萧山的美丽
变化、展示“家庭、家教、家风”的文明和谐，
展示少年儿童的积极乐观、阳光向上的精神

风采。”赛事活动组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一个星光璀璨的赛事，让孩子用喜

欢的方式，做有趣的表达。这是一个成长的
“加油站”，让孩子提升人文素养，增强民族
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发出自己的声音，
震撼他人的灵魂。“超级演说家”少儿语言风
采大赛等你来挑战。

面向4—15周岁拥有才艺的

学生，分为幼儿组、小学组、初中

组。

选手将通过唱歌、舞蹈、乐

器、表演等艺术表现形式，参与晚

会的面试活动。面试通过者将直

接晋级成为少儿跨年晚会的小演

员。

晚会导演组将根据小演员的

才艺特长，安排专业艺术老师进

行分组免费指导，排练精彩的晚

会节目，助力小演员完美登上少

儿跨年晚会的大舞台。整个面试

和排练的过程公正、公平、公益，

不收取任何参演费用。

如果你有一技之长，想展示

自己，那么赶紧前来报名；如果你

想和小伙伴一同参演，那么也可

以组团报名。当然，晚会导演组

也欢迎我区各大学校推荐优质

团体表演节目，在展示学校风采

的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锻炼和

提升的平台。

机会难得，不容错失，赶紧来

报名。

萧山区第五届少儿跨年晚会小演员招募

萧山区第五届少儿跨年晚会
选拔大赛是我区少儿品牌晚会活
动。5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和好评，给我区少年儿童
带来了艺术的享受、知识的熏陶，
展示了少年儿童快乐童真、艺术
童趣、美丽童心的时代特点。

今年，选拔大赛将同少儿语

言风采大赛同步开启，通过直通
车面试的方式，招募优秀小演
员。届时，小演员们将接受专业
艺术老师的免费指导，围绕“祖
国，我爱您”的主题，排练丰富多
彩的演出节目，于2019年 12月
31日为我区市民送上一场“予爱
相伴”的优质少儿文艺晚会。

招募要求：

报名咨询电话：83518283、18143487726（潘老师、陆老师）

第四届少儿跨年晚会现场

扫一扫组委会赛事微信二维码，
关注更多比赛信息

热爱语言艺术的
“小小演说家”

陆家辰、陈泽家两位自行车运动员

比赛现场

萧山区少体校领导、教练与运动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