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脉搏，不
断更新，这应该就是少儿服饰文化
节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吧。

随着一届又一届的举行，少儿
服饰文化节也从孩童长成了青年，
但她始终保持着青春活力。每年，
市青少年宫总是以新颖独特的活动
形式丰富青少年的生活体验、锻炼
青少年的实践能力，同时也加深他
们对时尚文化的理解。

在 1997 年少儿服饰文化活动

的萌芽期，市青少年宫便开展了
《七彩童年》 和 《多么秀》 等少儿
模特展示活动，成为青少年时尚文
化先锋，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时
尚文化鉴赏力。

在 2001 年少儿服饰文化活动
的成型期，又以“用童心看世界，
以童心诠释服饰文化”为宗旨，以
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鼓励他们自
信展示自我，快乐动手实践，以童
心、童真和童情演绎服饰之美、环

保之美和生活之美。增设了许多新
颖独特的活动内容：如“我酷，我
环 保 ” 的 少 儿 服 饰 DIY 设 计 大
赛、“我心目中的宁波国际服装
节”少儿邮票设计现场绘画大赛、

“我与服饰”主题征文活动以及宝
宝秀大赛等，通过亲身体验、动手
制作和设计构思等形式让广大青少
年对服饰时尚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
理解。

在 2004 年少儿服饰文化发展

期，市青少年宫又在之前几届的基
础 上 ， 以 “ 我 们 同 行 ， 快 乐 成
长”为主题，向全社会倡导“赏
识、创意、体验、合作”的青少
年社会教育理念。这一阶段少儿
服饰文化活动形式更活动、内容
更丰富，充分体现了时尚性、生
活 性 、 社 会 性 、 快 乐 性 和 民 族
性，努力适应青少年求新求美的需
求，成为进一步倡导青少年积极时
尚文化的有效载体。

用新活动丰富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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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展翅 让梦飞翔
——市少儿服饰文化节综述

深秋时节，冷空气一波接着一波南下侵袭，江南之地刹那间寒意阵阵。然而，刚刚开启的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文明
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市第十七届少儿服饰文化节之少儿模特大赛却火热上演，室内室外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少儿模特大赛是少儿服饰文化节的“拳头”产品。本届大赛采用网络报名海选赛及区县（市）选拔赛等形式，吸引了近
千名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少年儿童参加。而以“思·季”为主题，以模特走秀为主要形式，以服饰为载体，那一场呈现季节
特质的生活服饰和生动别样的季节创意服饰秀，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代少年儿童青春靓丽、活泼可爱的纯真气质，以及对
一年四季的美好畅想。

市少儿服饰文化节自2001年开展以来，始终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儿童参与大赛，乐此不疲。少儿服饰节的魅力究
竟何在？她通过搭建欣赏、表演、制作、绘画、摄影等活动平台，创设自由平等、文明和谐的时尚氛围，鼓励少年儿童积极参
加校外教育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的审美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活动加强对我市少年儿童的思想引领和吸引凝聚，引导少
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促进综合素养全面提升，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

十七年实践证明，少儿服饰文化活动为当代青少年在展示个性、展现风采、锻炼才能上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对我
市青少年的课余精神文化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她以富有现代气息的时尚元素、以现代化传媒载体和新颖
活动内容为青少年创造了一个表现美、创造美和感悟美的过程，从而引领我市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时尚观和价值观。

少儿服饰节，已经成为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开放性、社会性和持续性特点的少年儿童所熟知和喜爱的文化活动品
牌，得到孩子们、家长、老师的真心喜爱。

活动快递

菁菁校园-开场秀

青少年喜欢标新立异，喜欢追
求新奇、独特和美的事物，同时他
们也非常注重个体表现和自我展
示，而宁波又是一个有着浓郁服
饰文化氛围的服装之都。少儿服
饰文化节，正是迎合了青少年的
心理，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对

青少年而言有新鲜感和吸引力，
同时又根植在宁波这座服装名城
的肥沃土壤中，真正实现了“城
市给我营养，我给城市时尚”。

少儿服饰文化活动在让我们
“靓”起来，让我们“炫”起来，
让我们“酷”起来的口号下，通过

模特走秀、PK、创意 DIY、流行
色和艺术造型等时尚元素的运用和
渲染，传递当今新时尚；以 《我
酷，我环保》《我快乐，我时尚》

《少年先锋·时尚风采》《阳光少
年·都市节拍》《都市风·时尚
秀》 等富有时代感的系列主题活

动，展示当今新时尚。第十七届市
少儿服饰文化节与前十六届一样，
其各类比赛和展演均吸引了成百上
千名青少年蜂拥而来，在舞台上展
示着自我和自信，体验创造和合
作，营造了强烈的积极向上时尚文
化氛围。

用新时尚调动热情度

在少儿服饰文化活动中，组织
单位市青少年宫除了用时尚元素来
吸引青少年的关注，提高青少年参
与热情外，更用短信投票、网络竞
选、DV 摄影等大量现代传播媒介
将活动推向全大市，吸引了全大市
青少年纷纷赶来参加他们心目中的

服饰文化和时尚的盛会，扩大了活
动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市青少年宫的老师们还清晰记
得少儿服饰文化节进行到第九届时
的情形，“那时候，我们采用网络报
名并网络投票初选的方式开展了一
次网络宝贝大赛，吸引了近千名不

同年龄，不同地区的宝宝参加，使得
大赛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个别宝宝
的投票数甚至在十万票以上。”回想
当年情形，老师们依然十分振奋。

而历届少儿模特大赛更是长期
火热，长期“高烧不退”。随着参赛内
容、形式以及参赛规则的不断更新

和调整，前来参赛的青少年也丝毫
未因活动开展年限的长久而失去新
鲜感和参与热情，前来报名人员总
是络绎不绝。在家长和孩子们心目
中，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场
盛会，一场可以让孩子们彰显个性，
展示个人风采和魅力的盛会。

用新媒介扩大影响力

市青少年宫：

10月20日，宁波国家高新区少儿模特大赛在市青少年宫高新发展
中心举行。共有来自高新区内 13所学校幼儿园 100余名小模特参加比
赛。小模特们选用体现“春、夏、秋、冬”四季中一个季节特色的生活服饰，
用丰富、夸张手法，呈现了生动别样的季节创意服饰秀。 （项晓婷）

市少儿活动中心：

10 月 14 日，市少儿活动中心开展了“风的声音”DIY 制作活
动。小朋友们将各式的铃铛串成一排，再将一排排的铃铛挂在圆形木
板的边沿，学习了风铃的制作，体验动手制作的乐趣。

（佘吟寅）
10月22日，市少儿活动中心推出了探索“一带一路”上的宁波古港“活

化石”古迹系列活动。小朋友们沿着港口变迁之路，循着历史的脚步，探访了
庆安会馆、高丽会馆、天封塔等宁波古港"活化石"。 （佘吟寅）

海曙区青少年宫：

10月13日，由市教育局主办,海曙区青少年宫承办的“2017年在
甬高校合唱比赛”举行。宁波工程学院、公安海警学院等9所高校队
伍参加比赛，各校学生用优美的歌声诠释了合唱艺术的独特之美，是
一次互相学习交流的盛宴。 （王 楠）

10月30日，“共享阳光 传播快乐”海曙区流动少年宫走进致和学校，
为孩子们带去“创意眼镜”“创意风车”“疯狂过山车”“小小赛车手”等20多丰
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游戏和体验活动。据了解，本学期海曙区青少年宫已经
走进海曙西片区10余所学校开展活动。 （张 英）

北仑区青少年宫：

10月26日，“听党话跟党走共同践行十九大”北仑区青少年践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团(队)日活动暨北仑区青少年新宫启用仪式举
行。全区共200多位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参加。 （赵 帅）

10月 17日，党的十九大代表胡朝霞通过视频连线，接受北仑红
领巾“小雏鹰”记者团的采访。小记者们踊跃提问，胡朝霞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述了十九大精神，与小记者分享她的助学故事，耐心为孩
子们解答疑问。通过连线十九大代表的形式，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了十
九大的氛围。 （赵 帅）

宁海县青少年宫：

10 月 26 日，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
长”公益大帐篷走进前童小学，遥控赛车、真人 CS镭战、体感平衡
车、跳舞机器人等游戏项目吸引近四百名小朋友参加。中心还在阳光
流动讲堂中安排朗诵和武术课程，让百余名学生享受了校外教育不一
样的授课方式。 （许碧华）

10月 11日，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球幕影院、会跳舞机器人
等集科技、实践操作于一体的科技项目，汇集在宁海县实验教育集团
城南校区的首届科技节上，千余名同学共享了校外教育优质资源。

（许碧华）

奉化区青少年宫：

10月 25日，奉化区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小学生科幻画
比赛举行。参赛小选手以“科幻”为创作题材，运用水彩、水粉、国
画、蜡笔、线描等多种形式来创作作品,诠释了他们对于创新精神的
理解。 (叶 辉)

10月 26日，奉化区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小学生模型赛、
头脑 OM挑战赛在奉化区青少年宫举行。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
主题，共有来自全区24所小学的445位小学生们参加角逐。激烈有趣的
比赛为爱好科学的小朋友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 (叶 辉)

镇海区青少年宫：

近日,镇海区青少年宫举办了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队长学校活
动，来自全区26所小学近100名的师生参加了培训。培训中老师以风
趣幽默的口气讲述了网络的利与弊，在小朋友心中种下网络安全的种
子。接着队干部们分批参观了镇海电信局的机房。 （徐小丽）

10月 16日，镇海区青少年宫陈露璐老师在西门幼儿园举办了第
三届手风琴公开课，吸引近 60名小朋友和家长前来听课。公开课以
介绍手风琴的基本功能、坐姿、手型以及师生合奏为主，勾起了小朋
友学习手风琴的兴趣。 （徐小丽）

鄞州区青少年宫：

10月 12日，鄞州区青少年宫的老师们准备了趣味魔术、叠纸飞
机、紧急集合等七个游戏项目和新图书、新书架、读书凳等学习用
品，前往宁海长街山头小学，陪700多名青少年度过愉快的一天。

（毛素芬）
10月24日、26日，由鄞州区教育局主办，鄞州区青少年宫承办的鄞

州区艺术团招生测试工作进行。来自全区 23所中小学的 300多名学生
参加测试，测试包括舞蹈、合唱、表演、管弦、书画五个项目，分别由各专
业的评委进行专业基本能力、水平和艺术综合素质等方面综合考评，挑
选出一批具有艺术潜质的学生充实到艺术团中。 （毛素芬）

慈溪市青少年宫：

10月 28日，慈溪市青少年宫举行假日营活动。20余名孩子们在
活动中体验了服务员的各项工作，包括打扫卫生、迎宾、问卷调查、
订餐送餐、礼品制作等，在动手动脑积极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增长了
见识，获得了成长，懂得了感恩。 （丁颖静）

余姚市青少年宫：

10月 10日，余姚市青少年宫小百灵民乐团亮相季卫桥社区第十
四届“百姓之声”文化艺术节闭幕式，以一曲《金蛇狂舞》拉开了演
出序幕。据了解，余姚市青少年宫每年都有精彩的节目送到该社区，
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参加演出的小朋友们也在一次次表演中锻炼成
长。 (楼嗣拓)

10 月 19 日，“第六届浙江省刻字艺术大展”在台州市书画院开
幕，余姚市青少年宫书法社团组织的二十余位本市书法刻字爱好者
30 余幅作品参加了此次活动，有 15 件作品入展，其中 1 件获优胜
奖。 (楼嗣拓)）

宁波宗瑞青少年宫：

近日，江北区“治三江水 秀四季风”首届少儿模特大赛举行。65
名选手分为幼儿组和少儿组以生活服饰秀、创意服饰秀两个环节进行，
许多服饰是小模特们和家长共同设计完成，同时结合了“五水共治”的
主题，展示出一场绚丽、独特的T台秀。 （叶丹囡）

10月 25日，江北区“共享阳光 快乐成长”流动少年宫走进了
庄桥中心小学，宁波宗瑞青少年宫为学校 1200 余名小学生带去了掌
上迷宫、气悬冰球、桌上保龄球、魔术棱镜等 16 个精彩的游戏项
目，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叶丹囡）

用时尚来引领时尚，最终实现
高尚。以时尚的活动来吸引时尚的
青少年，最终达到“活动育人，寓
教于乐”的教育目的。在向青少年
渗透环保和低碳生活理念时，如果
采用传统方式——用举办讲座或者
学校授课形式来引导青少年低碳、
环保的生活理念，收效可能微乎其
微。而市青少年宫采用 DIY 环保

材料设计大赛、低碳生活创意大赛
等新颖的活动内容，让青少年亲身
参与和体验，则润物细无声地达到
教育的目的。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育
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
兴趣”。爱因斯坦也曾经指出：“用
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
业学习，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

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
人。”要使学生对时尚文化的先进理
念和积极影响产生共鸣，则必须先
让他有积极主动的感观体验，并在
此基础上获得对美和善的鲜明辨别
力。

少儿服饰文化活动正是以此为
切入口，摸准时尚文化脉搏，通过对
青少年的需要分析，找准其中的闪

亮点，把时尚文化与活动育人紧密
结合，开其心智、活其思维、富其体
验，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时尚观，最终引导他们对时
尚文化有了更新更准确的认识。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即将
成年的少儿服饰节，在市青少年
宫老师们精心抚育下必定得到茁
壮成长。

用正确导向引领价值观

本报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周婷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