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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华社记者 朱 涵
冯 源）西子湖畔，秋风送爽。9 月

3 日晚，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在杭州黄龙体育馆拉开帷幕。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宣布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

动会开幕。

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是将大学

生运动会和中学生运动会合并后举

办的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以“团

结、奋进、文明、育人”为宗旨，以“励

志奋进、奔竞不息”为主题，将全面

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校体

育工作和素质教育取得的新成绩，

集中展示当代青少年学生的精神风

貌和时代风采。

整场开幕式由开幕仪式、文艺

演出和点火仪式构成。开幕仪式

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与浙江省委

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分别致辞。

来自浙江省内12所高校的千余

名普通学子成为文艺演出上最为耀

眼的明星，歌舞《人间天堂》、情景表

演《菁菁校园》、球技秀《薪火相传》

等 7 个节目突出全国视野、浙江元

素，也展示出教育特色、体育底蕴。

学子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演朴实真

挚，谱写出当代学子立志为中国梦

贡献青春力量的时代主旋律。

据了解，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为

期13天，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共34个代表团的5966

名运动员将参加游泳、田径、篮球、足

球、排球、乒乓球、健美操、武术、羽毛

球、网球等10个项目的角逐。

赛事期间，全国学生运动会还

将举办全国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

“校长杯”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

等活动。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在杭开幕

本报讯（记者 金 澜）9月3日，第

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

杭州举行。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出席

并发表讲话，组委会秘书长、省教育厅

厅长郭华巍介绍学生运动会筹备情

况。组委会秘书长、教育部学生体协

联合秘书处秘书长薛彦青，组委会常

务副秘书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组委会常

务副秘书长、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陈红英等参加新闻发布会并回答

记者提问。

王登峰说，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是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贯彻国务院关于改革综合性运动会的

有关精神，将大运会与中运会合并后

举办的新一届学生运动会。从本次运

动会后，将每3年举办一次全国学生运

动会。本届运动会综合性强、规模宏

大，共设游泳、田径、篮球、足球、排球、

乒乓球、健美操、武术、羽毛球、网球10

个大项，326个小项，分大学甲组、大学

乙组、中学组3个组别。其中篮球等8

个大项还进行了预赛。来自全国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

地区、澳门地区共34个代表团来杭参

赛，共有运动员5966人，教练员和领队

等1609人，裁判员912人，团部人员

680人，共计9000余人，加上科报会参

会人员、观摩人员和志愿者等，总计将

超过1.3万人参会。运动会期间，还召

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学校

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集中调研，并举

办了运动会“校长杯”评选和科学论文

报告会等活动。

王登峰指出，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十

分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各地各校因

地制宜，切实完善学校体育工作的教

学体系、训练体系、竞赛体系和保障体

系，努力实现“人人有体育项目，班班

有体育活动，校校有体育特色”，全国

学校体育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

局面，不断开辟中国优秀体育竞技人

才成长新通道。下一步要坚持把学校

体育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融

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

中谋划，自觉服务“健康中国”“教育强

国”“体育强国”等国家发展战略大局，

着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转

变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深化体育教学

改革，强化课外锻炼和竞赛体系建设，

提升学校体育办学基础能力，凝聚合

力、共同推进学校体育工作。

郭华巍介绍说，我省于2013年11

月成立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筹备

委员会，明确了省市联办的筹备工作

机制。今年又先后成立了杭州市工作

领导小组和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组织委员会，其中组委会下设11个部

门以及科报会学术委员会等4个专门

委员会，有序开展各项赛事的组织工

作。我省圆满完成了22所学校25个

场馆（含功能用房）改造升级任务并通

过教育部验收，同时全面完成了竞赛

指挥中心建设。为统筹做好接待服务

工作，我省面向在杭高校招募了3134

名志愿者，积极建设官方网站、官方微

信和官方微博等，全方位开展宣传工

作，并联合省市公安、卫生等部门精准

落实安保、食品、医疗等安全，确保大

赛安全圆满举办。

据悉，本届学生运动会于9月3日至

16日举行，闭幕式将于9月16日晚在浙

江大学举行。下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将

于2020年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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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乐琼 金 澜

9月3日晚8点，华彩乐章在杭州黄

龙体育中心奏响，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

动会开幕式在此上演。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千余名学生

“演员”，成为整场演出的主力军。他

们来自全省23所学校，年纪最小的仅

8岁。

在《龙的传人》的音乐中，180名中小

学生运球、传球、颠球……秀起了球技。

记者身边一位五六岁的小女孩也兴奋地

站了起来，随着音乐做起了拍球的样

子。她对妈妈说：“我也要多运动，变得

和他们一样酷。”据悉，为了这场演出，

这些来自杭州市拱墅区的学生放弃了

两个多月的休息时间，每天都在练球。

因为《人间天堂》需要通过不停地

撑伞、合伞来展现莲叶在微风中摇曳的

姿态，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的 120 名女生在假期里都在“练”默

契。临上场，记者发现她们还在化妆间

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熟悉动作。

“动如潮，心在跳，海阔天空的赛

场上，动如潮，心在跳，所有生命都期

待照耀……”这是本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会歌。而动感十足的创意“混搭”也

是开幕式的看点之一。舞动着手中的

彩色丝带，8位艺术体操少女将观众的

思绪带到了竞技场。只见灯光一变，场

上响起了柔美的乐曲，一群“白天鹅”

的婀娜舞姿映入眼帘，动静之间，相映

成趣。

而《一路高歌》节目则玩了一把跑

酷和京剧的结合。跑酷小子们从看台

上腾挪而下，在大型积木上来回跃动，

而旦角们则挥舞水袖，翩跹起舞。随

后上台的武生们和跑酷演员们“较上

了劲”，互翻跟头，赢得观众席上一片

叫好。

被开幕式总导演崔巍戏称为“最艰

难节目”的《碧波展翅》，是威亚与游泳

的完美结合。海潮声响起，大屏幕上

蔚蓝的海浪涌来，全场顿时安静下来，

整个体育馆瞬间变成巨大的泳池。12

名吊着威亚的男女演员划水、打腿、翻

转……不断变幻泳姿，让人目眩神迷。

每次运动会开幕式，高潮无一例外

是如何点亮主火炬。在吉祥物“青春”

组合的簇拥下，6位火炬手携手登台。

此时，观众席上射出无数条红色光柱，

第一棒火炬被点亮。随着火炬传递，大

家将目光聚焦到了最后一名火炬手皮

划艇奥运会冠军孟关良身上。只见他

缓缓将火炬插入点火台，两颗耀眼的星

火飞向10公里之外，点燃了杭州师范

大学仓前校区主体育场的主火炬。这

是崔巍想要的，“我们要点的火不是一

个人的火，是万众之火，这种团结凝聚

的力量更是年轻人共同的目标”。

在开幕式现场，记者还采访了杭州

市学军小学三年级男生解奕锴。虽然

只是鲜花队的一员，但他也格外认真，他

说：“这个暑假爸爸妈妈没有带我出去看

世界，因为爸爸说世界正在看我们。”

编者按：9月3日至16日，首次将大运会和中运会合并举办的新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在杭举行。学运会上有什么新鲜事？

浙江代表队如何备战、参赛？“小爱特”们的工作又是怎样的？本报今起开设《你好，学运会》栏目，记者带你走进赛场，敬请关注。

世界正在看我们

你好，

学学学学运会运会运会运会

全国学生运动会
推出论文报告专场

本报讯（记者 于 佳 通讯员 林晓莹）9月1

日至3日，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

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全国高等教育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杨桦，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

副厅长鲍学军等出席报告会并讲话。

本届科学论文报告会以“健康中国·学校体育的

使命与发展”为主题。王登峰表示，体育教育科学研

究是为了解决目前在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中所遇到

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去调动学校、家长、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如何去搭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教学、训练、竞赛

体系等。本届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推陈出新，其广

度、深度、创新性都有明显的进步，研究内容涉及学校

体育与卫生的众多领域，充分表现出研究的广泛性、

时代性、指导性和实践性。

据介绍，论文征集工作从今年1月底开始，截至5

月31日，共收集论文4233篇。报送论文围绕当前我

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

研究，共涉及10个领域、86个方向。根据评审标准和

评审办法的要求，本届论文科报会共评出大会报告

127篇、墙报交流554篇、书面交流769篇。

报告会上，浙江大学教师余保玲等从不同角度分

享了自己在体育教学中的研究与思考。

我省部署
学校防控“登革热”疫情

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在全省各高校、各中小学

校开学之际，8月31日下午，全省教育系统防控“登革

热”疫情工作视频会在杭召开。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作部署要求。

会上，省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省疾控中心传防所

相关负责人就疫情相关情况作了通报，并对做好校园

疫情防控提出要求。

鲍学军强调，全省教育系统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清醒认识到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对做好全省“登

革热”疫情防控的关键作用，各地各校要抓细抓实抓

苗头，根据当地实际，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全面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加强校园环境治理，重点对寝

室、教室等人群高度密集场所进行整治，同时要开展

好“登革热”防治工作宣传，切实打一场灭蚊攻坚战。

要加强组织领导，特别是分管领导要切实担起防控工

作责任，主动配合并接受属地卫生及疾控部门的防控

部署和有关指导。与此同时，各地各校还要切实做好

开学其他安全工作，高度重视消防、校车等方面的安

全问题，为平安护航党的十九大作出积极的努力。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及直属单位负

责人，在杭高校分管负责人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各

市、县（市、区）教育、卫生计生以及疾控部门分管负责

人在当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江山成立老年公益讲师团

本报讯（通讯员 徐平平）日前，江山市教育局联

合当地老干部局举行了老年公益讲师聘用仪式，47名

党员教师志愿者受聘为公益团讲师。

据了解，老年公益讲师团报名采用自愿和推荐申

报结合的方式，鼓励服务意识强、服务水平高和专业

素质好的教师积极参加。为此，该市教育局还专门成

立评审小组对推荐教师进行资格审查、综合考核、评

审，最终根据市情所需确定名单。经初步商讨，目前

老年公益讲师团构建了新媒体应用、体育健身、医学

保健、文化艺术等9大类的课程体系，推出了手机常用

软件使用、疾病预防、健身操、太极拳、摄影等有益老

年人身心健康的课程。

下一步，该讲师团将主动对接当地社区、老年大

学、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等，制订时间表和课程

表，有计划地开展服务工作。

图为火炬手在开幕式上远程点燃运动会主火炬。

图为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

图为浙江代表团入场。

新学期开学，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星群村在文化
礼堂内举行开蒙礼。该村12名新入学的孩子用他们
稚嫩的声音行拜师礼。图为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目
前正在读高中的俞云辉为小朋友们点朱砂。

（本报通讯员 邓德华 摄）

（本报通讯员 蔡寅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