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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博物馆
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
员 沈琳艳） 今天是第34个国
际志愿者日，位于镇海区庄市街道
思源路上的宁波帮博物馆，再次向
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如果你有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热爱文旅事业，年龄在18周
岁-65周岁之间，又拥有可以自由
支配的时间，欢迎报名哦。

本次招募的志愿者岗位有：
讲解服务、摄影摄像、文化活动策
划、文博学术研究、辅助服务。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报名，先登录宁波帮博物馆
官方网站，在“志愿者招募”栏目
下载附件《宁波帮博物馆志愿者
申请表》，填好相关信息后，以附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379227260@qq.com，邮件主题
请注明“博物馆志愿者报名+姓
名”。也可以拨打电话56800600
报名，或直接前往宁波帮博物馆
社会教育部现场报名。招募时间
为12月5日至15日。

博物馆方面对报名资料进行
审核后，将对合格者进行培训，经
培训考核合格，会给志愿者发放
服务证和登记证。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朱恒） 记者昨天从镇海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由镇海区业余蹦床技巧运
动学校培养输送至国家队的运动员范心怡，刚刚结束蹦床
世界锦标赛的征战，这是她首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世锦赛，最
终和队友合作获得了全能团体铜牌。去年范心怡在青奥会
上夺得两枚金牌，成为第一个在国际大赛中夺冠的浙江蹦
床选手，这一次她又书写了纪录，成为第一个在蹦床世锦赛
上夺得奖牌的宁波选手。

据悉，第34届蹦床世锦赛11月28日在日本东京有明
体操中心开赛，12月1日完成所有项目角逐。根据蹦床项目
东京周期奥运资格体系，本次世锦赛也是奥运资格赛，男女
网上个人前8名能为各队抢下一张奥运门票，剩下的男女各
一个奥运资格需要通过世界杯赛累计积分产生。中国队男
女网上个人选手均表现出色，通过此次世锦赛已经锁定两张
奥运门票。本次世锦赛范心怡除了全能团体夺得铜牌之外，
还与队友刘慧搭档，在女子双人同步项目上获得第七名。

范心怡2002年出生，2008年进入镇海区业余蹦床技
巧运动学校练习蹦床，该校也是宁波市体育运动学校蹦技
分校。“她一进来就自己跳上了蹦床，跳得很高，胆子大灵气
也足。”校长祝纪明回忆道，“当时我跟教练说，这个小孩既
有爱好又有天赋，将来肯定会有成绩。”3年后，范心怡进入
浙江省队，2016年底入选国家队。

近年来，范心怡的比赛成绩越来越好：2010年和2014
年两次省运会分别拿到亚军和冠军，她还获得2013年全国
蹦床青少年锦标赛女子网上团体第一名，2014年全国青少
年蹦床锦标赛女子网上团体第一名，2014年全国青少年蹦
床锦标赛女子网上个人第一名，2015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
标赛女子网上团体第一名，2016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标赛
女子网上个人第一名，2016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标赛女子
网上团体第一名，2017年全国蹦床冠军赛网上团体第一
名，2017年天津全运会女子蹦床团体第二名，2018年亚洲
青年蹦床锦标赛个人第一名……

正是在201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上，范心怡为中国蹦床队
争取到唯一一个参加当年10月在阿根廷举办的青奥会的参
赛名额，并在女子蹦床决赛中以52.560分的总分获得个人和
混合团体两项冠军。这名00后宁波小将由此成为浙江省第
一个在世界综合性运动会上拿到蹦床项目金牌的运动员。

作为浙江省“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镇海区业余蹦床
技巧运动学校近十年来已为国家队、省队输送了大量人
才。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范心怡之外，该校输送的还有陈
凌云、曹云珠两名国家队选手。

在今年5月的全国锦标赛上，范心怡、陈凌云、曹云珠3
人携手代表浙江省队出战，表现优异：16岁“小花”曹云珠
战胜了多名世界冠军，问鼎女子蹦床个人决赛金牌，运动生
涯首次夺得全国锦标赛桂冠；范心怡获得个人亚军，她还和
陈凌云搭档，获得女子蹦床双人同步金牌。全国蹦床锦标
赛是国内水平最高的蹦床比赛，也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一

宁波蹦床小将范心怡
首次参加世锦赛获铜牌

次重要选拔赛，赛后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操
系主任庄晓鹏曾表示：“如今浙江省在国家队的
范心怡、陈凌云、曹云珠3名运动员处于上升阶
段，均有一定实力。现在我们还在筹建中国国家
蹦床队浙江组，由国家、省、市共同参与，来保障
运动员的发展，助力稳步实现目标。”

福彩开奖信息

3D 第2019324期：4 3 2
七乐彩 第2019139期：
03 05 10 14 18 28 30 23
6+1 第2019139期：
1 2 0 6 2 5 狗
15选5 第2019324期：
01 05 06 07 10

大乐透第19139期：
01 05 07 08 11 06 10
20选5第19324期：
05 08 09 11 18
排列5第19324期：
3 7 3 6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蹦床小将范心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