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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立奇）昨天，
宁波图书馆夏令营第三期以云直
播的形式与小朋友们见面，加拿大
皇家天文协会理事、宁波天文协会
秘书处干事郭皓带来了一场《探索
与发现——仰望星空》主题讲演。

主讲人郭皓从小热爱天文，大
学毕业后，他创立了墨柠（宁波）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天文、
航天、气象的科普工作。

讲座中，郭皓从一个历史事件
说开去：1922年10月，中国天文学
会在北京成立。同年年底，中国天

文学会提出希望加入国际天文联
合会，并参与全天88星座的划分
和命名，可惜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
积弱，申请没有通过。1928年国
际天文联合会明确对全天空划分
为88个星座区域，7年后的1935
年，中国天文学会才加入国际天文
联合会，因而丧失了对星空的划分
和命名权。“曾经的屈辱已经成为
历史，未来仰望星空的时候，必须
有中国的声音。”郭皓说。

随后，郭皓将话题回溯到中国
古代的天文知识。从嫦娥玉兔环

形山到牛郎织女的夏季星空，从二
月二龙抬头到七仙女下凡，美丽的
爱情神话背后，是中国古人仰望星
空的美好遐想。郭皓表示，中国传
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天文知识，而
天文也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血脉
之中。

据悉，郭皓的讲座今天仍将持
续，主题从“仰望星空”延伸到“飞
向太空”。“天上有颗‘星星’，上面
有三位中国航天员，那是中国的国
际空间站，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海。”郭皓表示。

2002 年 8 月出生的徐佳
玲，是江北区慈城镇五联村
人。近日，记者采访了徐佳玲
的妈妈和教练。

“5岁时，一场车祸让佳玲
左手前肢截肢致残。奶奶哭得
死去活来，佳玲却安慰奶奶说

‘不哭，我还有右手’。她坚强
得让人心痛。”徐妈妈说。那次
意外后，佳玲一如既往地乖巧，
洗澡、吃饭、穿衣，都不要妈妈
或奶奶帮忙。

6岁那年，家人带着徐佳玲
去泳池玩耍，从没学过游泳的
她不用任何人指点，竟能像小
鱼一样在水中自由嬉戏。看到
女儿的天赋，徐妈妈向市残联、
江北区残联求助，希望找到能
让残疾人学游泳的地方。在残
联的支持下，小佳玲开始正式
学习游泳，师从汤能能教练。

“让她练游泳，一方面是女
儿从小喜欢玩水，我们希望她
快乐；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她成
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这样今
后或许有个不错的着落。”徐妈
妈说，开始训练之后，佳玲脸上
的笑容多了起来，性格也变得
开朗，话也多了，“记得2008年
北京奥运会时，她还告诉我，她

的梦想是游进‘水立方’。”
“这孩子水感好，在水里很

漂，爆发力、协调性都很好！”汤
能能教练说，徐佳玲单手游泳，
平衡受影响，一开始教她时，为
了体会她在水中的感受，汤教
练总是背着左手，只靠右手在
水中滑动，从而找到了有针对
性的训练方法，“徐佳玲当时比
较瘦小，营养跟不上，运动量过
大就会出现发烧等症状，我就
想方设法让她补充牛排等食
品，时间一长，她的体能和状态
都好了起来。”

训练虽然枯燥，但徐佳玲
非常刻苦。从6岁学游泳开始，
她基本就没休息过，小病小痛
都坚持训练，也从来不说苦。
12岁那年，她进入浙江省队。

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训
练，让徐佳玲逐渐崭露头角。
2015年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
会上，她夺取3金3铜，破两项
全国纪录。同年，凭借在世界
残疾人游泳公开赛上的优异表
现，她顺利取得了里约残奥会
的参赛资格。

2016年，徐佳玲一人参加
了里约残奥会6个个人项目和
2个集体项目的比赛，获得女子

S9级100米蝶泳金牌、女子S9
级400米自由泳铜牌、34分女
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铜牌。

2017年墨西哥世锦赛，她
取得100米蝶泳、100米蛙泳、
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自由
泳4枚银牌。

2018年，徐佳玲在亚洲残
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7金
2银，被媒体称作“女版菲尔普
斯”。2019年，在第十届全国
残运会游泳比赛中获得5金1
银1铜。

“佳玲很孝顺，从国外比赛
回来总记得给家人买礼物；经
常给我们打电话，让我工作不
要这么辛苦，但她也嫌我唠叨，
和她姐姐聊得比较多……”说
起女儿平时的小爱好，徐妈妈
开始了“碎碎念”，“你看看，这
么大人了，还喜欢小玩偶，毛绒
玩具家里都堆满了；在家总爱
捣鼓些新东西，做手工、烧菜、
烘焙等，我倒是想让她平时多
练练书法……”

“佳玲已经是我的骄傲
了！”徐妈妈说，她从小就鼓励
女儿，只要尽自己努力，就行！

记者 王思勤 潘苗
通讯员 林军 陈丰 葛棉棉

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6名宁波选手即将出征

第 16 届残奥会将于 8 月
24日至 9月 5日在东京举行。
昨天上午，东京残奥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并举行
出征动员大会。

据报道，此次中国代表团
总人数为 437 人，其中运动员
251 人，将参加射箭、田径、硬
地滚球、羽毛球、皮划艇、自行
车、盲人柔道、举重、赛艇、射
击、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轮
椅网球、跆拳道、铁人三项、盲
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
盲人门球等20个大项、341个
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
残奥会比赛大项最多的一届。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于8月
19日起分4批赴东京。记者从
宁波市残联了解到，出征东京
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有6名宁波选手，分别是周佳敏
（射箭）、华栋栋（游泳）、徐佳玲
（游泳）、姚攒（游泳）、赵培文
（坐式排球）、张忠民（坐式排
球）。其中，周佳敏、徐佳玲、姚
攒3人参加过里约残奥会，周佳
敏、徐佳玲是里约残奥会冠军。

在残奥会的历史上，宁波
也曾有过骄人的成绩。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国
脑瘫足球队成员郎云龙是宁波
首位亮相残奥会的选手。而早
在他之前60年，就有宁波残疾
人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聋
人运动员楼文敖参加了1948
年伦敦奥运会的田径长跑项
目，这也是宁波残疾人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

在2012年伦敦、2016年里
约连续两届残奥会上，宁波都
是全国获得金牌最多的城市。

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我
市王益楠、杨洋、黄成、孙厨人、
单孙奎5名选手，参加了游泳、
赛艇、坐式排球、乒乓球4个大
项的比赛，共获得8枚金牌、1
枚银牌、1枚铜牌、2个第五名、
1个第七名，打破 5项世界纪
录、1项残奥会纪录、3项亚洲
纪录，实现了我市在残奥会历
史上奖牌和金牌零的突破。其
中，王益楠夺得男子400米自
由泳S8级金牌，并打破亚洲纪
录，成为第一个站上残奥会冠
军领奖台的宁波选手。杨洋是

当年中国代表队中最年轻的运
动员，一人独得游泳4金，也成
为中国残奥史上最年轻的“四
金王”。

2016年里约残奥会，王益
楠、杨洋、姚攒、楼陈泉、陈懿、徐
佳玲、周佳敏、黄成、孙厨人、林
科立10名宁波选手，参加了游
泳、赛艇、乒乓球、田径、射箭等
5 个项目的角逐，取得7枚金
牌、1枚银牌、6枚铜牌、11个第
四、4个第五、2个第六的优异成
绩。其中，徐佳玲是当年中国代
表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天文学家郭皓在宁波图书馆夏令营云开讲

连续两届获金牌最多的城市连续两届获金牌最多的城市

徐佳玲徐佳玲：：1414岁就拿残奥会金牌岁就拿残奥会金牌

游泳运动员徐佳玲游泳运动员徐佳玲。。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7星彩第21095期：4 6 5 7 6 7 6
6 + 1第21095期：3 1 5 8 1 2 1
20选5第21219期：05 09 10 14 19
排列5第21219期：3 2 9 5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双色球第2021093期：
05 11 15 23 28 33 03
3D第2021219期：9 2 1
15选5第2021219期：03 11 12 13 14
快乐8第2021219期：
01 03 11 16 30 32 33 35 36 38
46 48 50 53 59 60 66 70 71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