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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池瑞辉）
今天是中小学校开学的日子，就在开学前夕，
奥运冠军石智勇特意给鄞江镇中心小学的师
生们发来一段视频，送上新学期的祝福。

石智勇在视频中说：“我爱宁波，特别是鄞
江训练基地，这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对于运
动员来说，每一次绝地反击都是用实力去拼
搏。鄞江小学有很多特色体育项目，如壁球、
攀岩、足球等，在新学期，祝同学们能够突破自
我，收获新的希望。”

记者了解到，石智勇在视频中提到的“鄞
江训练基地”位于宁波市第二少体校，与鄞江
镇中心小学仅隔了一条马路。因为是“贴隔
壁”，这两所学校常有互动。鄞江镇中心小学
开设了拳击、攀岩等特色体育社团，每周四下
午的两节社团拓展课，指导老师会带着小朋友
们去隔壁的二少体上课，有时候二少体的教
练、运动员也会进行专业的技术辅导；而二少
体的小学生们，也会到鄞江镇中心小学来上文
化课。

新学期开始之际，响应宁波市教育局发起
的“崇敬奥运冠军、崇尚奥运精神”倡议，鄞江
镇中心小学特意邀请正在市第二少体校训练
的石智勇给师生们“讲几句”，希望大家能从近
在咫尺的奥运冠军身上汲取力量。石智勇欣
然答应，送上了发自内心的祝福。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洛奇）继
今年3月深情演绎《灯火里的中国》引发媒体
关注后，近日，宁波音乐港青少年艺术团法伊
娜声乐协奏团两名声乐团员再次推出红色主
题音乐作品《万疆》。

歌曲《万疆》由李姝作词，刘颜嘉作曲，是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的一首国风作品，原
唱为著名歌唱家李玉刚，今年5月正式发布。
这首歌曲磅礴宽广，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党的一
片深情与爱戴，更通过音乐描绘了祖国万里河
山波澜壮阔的画卷……

来自法伊娜声乐协奏团的陈宇涵、姜星瑜
从小就开始了声乐练习，今年3月，两人灌录
了那首脍炙人口又充满暖意的音乐作品《灯火
里的中国》，在宁波火了一把。此次，两名宁波
小姑娘再度携手，她们深情的演唱和充沛的情
感，让歌曲《万疆》有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也通
过这首作品让更多青少年感悟音乐中百年党
史的辉煌篇章。

作为一项线上体育公益活动，全民健身云
讲堂由宁波市体育局主办，宁波市全民健身指
导中心、宁波晚报·甬上APP、安利宁波分公司
联合推出，是我市全民健身大讲堂、一人一技
体育技能公益培训两大群众体育品牌活动的
延伸。

去年疫情暴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
居家健身的方式，“线上体育”蓬勃发展，市全

民健身指导中心从去年开始推出健身指导线
上教学，让市民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方
式，随时随地参与健身技能的学习和操练。

而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获得健康最简单也是最有
效的方法，就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就
包括培养运动健身习惯。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翁峥 胡骏

“全民健身云讲堂”23堂公益课
甬上点击量超过330万
8位教练分获“最佳大赏”“最佳教学”“最佳指导”奖项

这23堂“云健身课”中，《你是不是也加入
了跑步运动？这些热身动作不能少！》点击量
最高，达到20万。主讲这堂“跑步热身与拉伸”
云课的健康塑形教练施亚飞，成为“最佳大赏”
得主，她获得价值1000元的安利纽崔莱产品
大礼包一份。

点击量排名第二至第四位的依次是：《社区
健身“领头羊”为您展示健身气功·五禽戏》（社
会体育指导员徐云花主讲，点击量19.2万）、《来
吧！跟着“功夫女侠”练习易筋经》（社会体育指
导员邱亚芬主讲，点击量19.1万）、《这套去年走
红方舱医院的健身方法，值得一学！》（社会体育
指导员楼亚芬主讲，点击量17.9万）。这三名社

会体育指导员成为“最佳教学”奖得主，分别获
得价值600元的安利纽崔莱产品礼包一份。

获得“最佳指导”奖的四堂课分别是：《刚
柔相济、内外兼修，带您玩转这套“非遗”拳法》
（社会体育指导员陈刚主讲，点击量16.1万）、
《考前怎么吃？营养师来支招》（营养健康顾问
吴东主讲，点击量15.8万）、《健身排舞<最美中
国>，舞步轻松乐趣多》（社会体育指导员张建
芬主讲，点击量14.5万）、《武术散打基本拳法，
练出精、气、神》（社会体育指导员黄小梅主讲，
点击量14.4万）。这四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成为

“最佳指导”奖得主，分别获得价值400元安利
纽崔莱产品礼包一份。

奥运冠军石智勇
给小朋友送上新学期祝福

童声翻唱《万疆》
宁波娃再次演绎红色经典

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根据云课受欢迎程度，8位教练获奖

今年3月以来，旨在为市民朋友提供科学健
身理念和科学健身指导的“全民健身云讲堂”，通
过宁波晚报·甬上APP专题推出。我市部分社
会体育指导员，以视频展示、讲解的方式，利用线
上推送，为健身爱好者提供指导服务，便于大家
随时观摩、学习健身技能。

首期 23堂线上指导课推送完毕后，截至 8
月28日24：00，这23堂云讲座的累计点击量达
到314.9 万。加上预告等推送内容，甬上“全民
健身云讲堂”专题累计点击量超过330万次。根

据规程，按照截止时间的点击量，评选出了
“最佳大赏”“最佳教学”“最佳指导”奖

项。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7星彩第21101期：8 1 5 6 0 8 10
6 + 1第21101期：3 8 2 0 5 1 4
20选5第21233期：
05 06 07 08 17
排列5第21233期：0 2 2 3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双色球第2021099期：09 11 17 18 20 27 15
3D第2021233期：9 0 4
15选5第2021233期：01 02 05 07 14
快乐8第2021233期：
03 04 05 08 14 23 26 29 32 48 50 55 57
62 64 65 68 69 70 74

健康塑形教练施亚飞主讲“跑步热身与拉伸”云课。
记者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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