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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倡导广场文化更加科学、文
明、健康的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
广场文化氛围，让市民在运动中收
获健康，在健康中享受快乐，在快
乐中感受广场文化带来的幸福，继

“邮政储蓄杯”2016 年常州市广场
健身舞蹈大赛成功举办后，我市将
开展“邮爱杯”常州市第二届广场
健身舞蹈大赛。详情如下：

一、大赛主题
邻里守护 守望相助 幸福邮

爱 舞动常州
二、参赛对象
1. 街道、社区、镇村等广场舞

蹈、健身队；
2. 行业、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舞蹈、健身队；
3. 其他市民自发组织的舞蹈

健身队等。
三、奖项设置
初赛：所有队伍颁发统一参赛

纪念证书。
决赛：大赛将产生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特色
奖 10 名、最佳服装奖 1 名、最佳音
乐奖1名、最佳舞蹈编排奖1名。

一等奖颁发奖杯、证书、奖金
3000元；

二等奖颁发奖杯、证书、奖金
2000元；

三等奖颁发奖杯、证书、奖金
1000元；

特色奖颁发奖杯、证书、奖金
1000元；

最佳服装奖颁发证书、奖金
1000元；

最佳音乐奖颁发证书、奖金
1000元；

最佳舞蹈编排奖颁发证书、奖
金1000元。

另设优秀组织奖：参赛队伍数
排名前三的街道将获得优秀组织
奖，第一名颁发奖牌、奖金 1500
元，第二名颁发奖牌、奖金 1000
元，第三名颁发奖牌、奖金500元。

四、大赛要求
1. 初赛节目类型不限，所有适

合广场健身运动的节目均可报名
参赛。

2. 参赛者须以团队形式报名，
每队人数在 6 人到 24 人之间。节
目时间3分～4分30秒为宜。

3. 此次大赛按健身第一、比赛
第二原则，旨在推广全民健身意
识。为确保参赛人员安全，比赛
中，不提倡有空翻、倒立、叠罗汉、
跳转360度等安全隐患动作。

3. 表演内容要积极健康、反映
美好生活、体现和谐社会风尚，要
有一定的艺术创意和主题表现力。

4. 自备伴奏音乐、道具、演出
服装。

5. 参与此次大赛也将同时进
入江苏省“舞动江苏”广场舞大
赛-常州站选拔。

五、报名方式
1. 报名时间：即日起即可报名

参赛。
2. 报名方式：各参赛队领队可

前往就近的邮政网点领取报名表,
按照要求填好后，交给工作人员。

3. 报 名 总 咨 询 电 话 ：0519-
86678591；

咨询时间：上午：8∶30～11∶
30；下午：13∶30～17∶00。

六、比赛形式
1. 分初赛、主题活动、复赛、决

赛四个环节，以舞蹈才艺展示为
主，评委现场举牌、专业评委打
分+评审团投票等多种评分模式。

2. 全市分为 7 大赛区，分别为
溧阳、金坛、武进、新北、天宁、钟
楼、经开区。

新北区、武进区、天宁区、钟楼
区、经开区以街道为单位组织初
赛，溧阳、金坛单独设立赛区，其中
金坛由常州江东现代传媒有限公
司执行，溧阳赛区执行方式将后期
公布。

七、福利丰厚
1. 报名有礼：所有报名参赛队

员可获得广场舞随手礼包、精美活
动指南。

2. 参与有礼：比赛期间，主办
方策划了一系列互动活动，参与就
可以获得礼品。

八、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常州市文明办
常州市体育局 常州市妇联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分

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常州网 常州

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常州市体
育舞蹈运动协会

协办单位：常州市老龄办 江
苏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常州分会

大赛组委会 2017年4月

“邮爱杯”2017年常州市
第二届广场健身舞蹈大赛启事

常州移动
防诈骗小贴士

近年来，电信诈骗已成为全
社会关注的信息安全焦点问题，
危害极为严重。常州移动整理了
三条防诈骗秘籍，大家一定要
牢记！

1.接到“客服”电话，不要直
接回拨

2.不要给陌生人验证码
3.不轻易点击短信里的链接
常州移动希望广大市民提高

警惕，时时防范，打击骗子绝不
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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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5350米南坡大本营，明天或能抵达
这几天，张建国洗上了徒步以来第一个热水澡，还眺望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价格最贵的早餐地

从 4 月 13 日 离
开加德满都抵达卢卡
拉算起，截至 4 月 18
日记者发稿，张建国
已 经 徒 步 了 5 天 时
间，抵达了海拔 4400
多米的丁波切。由于
当地下雪，他们的行
程也稍稍做了调整。

“原计划先攀登罗布
崎山峰，再去珠峰大
本营，现在调整成了
先去大本营。”张建国
告诉记者，如果行程
顺利，他们将于 4 月
20 日正式抵达海拔
5350 米的珠峰南坡
大本营。

小意思 每天在高原上徒步15公里

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晚 8
点 15 分（尼泊尔时间为傍晚 6
点左右），张建国用海事卫星
与记者取得了联系。此时他
刚刚抵达丁波切当地的客栈。

“我们是4月13日下午到
达卢卡拉的，当天就徒步了 3
个多小时，到达了海拔 2700
多米的帕拉丁。这几天平均
每天都要徒步15公里，晚上住
沿途的客栈。徒步了好几天，

我们所处的海拔越来越高，离
珠峰大本营也越来越近了。”

据悉，除了团队里准备登
顶珠峰的 5 位登山客之外，还
有 3 位编外亲友团，“是团队
里一位香港登山队员的亲友，
他们打算徒步伴我们走到珠
峰大本营，再撤回。”许是登山
经验不丰富，亲友团里大多出
现了高原反应。

张建国与登山队友们状

态良好。据悉，从卢卡拉徒步
到珠峰大本营的这段旅程，张
建国在 2014 年就曾走过，从
技术角度而言，“对我几乎没
有难度。”而且，和 3 年前相
比，张建国的体能和状态更甚
从前，“我聘请的 2 位高山向
导和高山协作（夏尔巴人），都
曾在 2014 年伴我登过珠峰，
连他们都觉得我的状态比前
几年好。”

大福利 冒着感冒风险洗了个热水澡

尽管登山经验丰富，但海
拔逐渐升高，对长期生活在平
原上的队员们也带来了不少
小困扰。比如，队员们每天必
须保证饮用 5 升以上的水，

“因为高海拔地区，氧气逐渐
减少，人体的血液浓度也逐步
升高，会给心脏增加负担，喝
水就是加快血液循环的好办

法。”大量补充水分带来的麻
烦是，晚上至少要出来上两三
次厕所，导致这几天大家的睡
眠质量都不是很高。

另外，张建国还在客栈中
遭遇了跳蚤，“连着三四个晚
上，都痒得睡不好觉了。”4 月
17 日下午，在与高山向导尼
玛反复沟通之后，尼玛终于松

口，允许张建国在客栈洗上一
个热水澡。“你知道，在高原上
洗澡是件很冒险的事，一不小
心感冒，整个行程就前功尽弃
了，所以绝大部分登山客在旅
途中是不洗澡的。”

对于额外得到的“福利”，
张建国只用了 2 个字形容：幸
福！

好心境 这次的心态更轻松自信坚定

从这几天张建国一路上
发在微信里的见闻，不难发现
队 员 们 的 心 情 还 是 挺 轻 松
的。徒步过程中，大家甚至还
有兴趣去眺望一下世界上海
拔最高、价格最贵的早餐地。

张建国说，夏尔巴向导告
诉他们，珠峰上有个海拔近
5000 米的平台，提供堪称“世
界上海拔最高、价格最贵的早
餐”，就餐者必须乘坐直升机飞
到该平台，在15分钟内吃完餐
点，而花费却高达5000美金。

“即便如此昂贵，可全世界还是
有很多富豪排队预订这项服
务。”张建国打趣说，相比之下，
他们这一路上虽然艰苦，但一
日三餐都能看到很多8000多
米的山峰，“想想都是赚了。”

张建国、谭波涛以及香港
的安达，都在 2014 年就尝试
过攀登珠峰，尤其是安达已经
第三次重走这条路了。同样
的山，同样的景，一样的小伙
伴，也许唯一不同的，便是重
走这条路的心境了吧。“和第
一次相比，这次的心态更轻
松、更自信，也更坚定。”

按照计划，登山队将在19
日抵达海拔 4950 米的罗布
崎，如果行程顺利，有望于4月

20日抵达珠峰大本营。
记者从张建国传回的官

方信息发现，珠峰区域的登山
和徒步活动已经逐渐热闹起
来。粗略估计，约有100多位
外国登山者已经抵达南坡珠
峰大本营，开始适应当地的气
候。预计在接下来的 2 周内，
这里将会涌入近千人，其中包
括来自全球的登山客、当地厨
师、夏尔巴协作，以及大本营
的工作人员。 马静

徒步的这一路，可以看到珠峰、洛子峰、阿玛达布玛群峰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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