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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赛事名城魅力乐山 全民健身激情省运

省运会项目介绍

乒乓球，被称为中国的“国球”，是一种世界流行的
球类体育项目，包括进攻、对抗和防守。比赛分团体、单
打、双打、混双等数种；2001 年 9 月 1 日前以 21 分为一
局，现以11分为一局；采用三局两胜，五局三胜，七局四
胜。乒乓球为圆球状，重2.53～2.70克，白或橙色，以高
分子聚合物为原料的新塑料球。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乒乓球”一名起源自1900年，
因其打击时发出“Ping Pong”的声音而得名，在中国以

“乒乓球”作为它的官方名称。1926年，在英国伦敦举
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后被追认为第一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乒乓球因为对场地要求不高，简便易行所
以在全国开展得比较好。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
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让世界瞩目。国人振
奋。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和丘钟慧分
别获得男女单打冠军，中国队也拿下了男子团体冠军。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乒乓球开始在世界上称霸，乒乓
运动也长盛不衰。至2005年，共获冠军143.5枚，其中
世锦赛100.5枚，世界杯赛27枚，奥运会16枚。而且已
有三次包揽世锦赛全部7个金杯，两次包揽奥运会全部
4枚金牌。这样的成绩足以自傲。

其次，乒乓球运动开展的条件不苛刻，可参与性
强。男女老少都能打，天南海北都能打，室内室外都能
打，有钱没钱都能打。条件好的可用高级球台打，条件
差的水泥球台也能打，没有球台用几张桌子拼起来也能
打。天气好在露天可以打，遇上大风大雪在一间不大的
房间里就可以打。乒乓运动又是一项全身运动，健体健
脑又健心。相对于足球篮球等运动，它没有直接的身体
对抗，自己可控制运动量，非常有利于普及。总之，这项
运动特别适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了国人的普遍喜爱，普
及程度很高。

多年来中国选手一直在乒乓球项目中有着极为出
色的表现：男子项目中的王涛、孔令辉、刘国梁，女子项
目中的邓亚萍、乔红、王楠、张怡宁等冠军球员群星璀
璨。回顾中国乒乓球队在历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
汉城奥运会2枚，巴塞罗那奥运会3枚，亚特兰大奥运会
4枚，悉尼4枚，雅典3枚……多年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
以“梦之队”的姿态出奥运赛场上，乒乓球项目也是中国
代表团最为稳固的夺金点之一。 据省运会官网

乒乓球

乒乓球运动员杨鹏、彭致友

无声的世界 球如生命
“四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

乓球比赛将于8月20日在乐山市体育馆拉开序幕。
近日，记者来到乐山市宏乒健身馆，看到运动员们正在加紧练习，其中一对

技艺高超的组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训练中，他们不声不响，只有在球打得激
烈的时候才会发出“哼哼”的声音。

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选手，能根
据球击打的不同位置发出的声音，在几
秒内对对手的下一步行动做出预判，控
制节奏，球打在板子上的正中间是一种
声音，反手扣击又是另一种声音，这些声
音对他们来说只能脑补。彭致友回忆，
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可以说是不喜欢
并且抗拒的，“特别是练习体能的时候，
身体和心理的累，让我很多次都想放弃，
但在家人和辜教练的鼓励下，最终还是
坚持了下来。”彭致友用不太清晰的普通
话向记者介绍。

而在杨鹏的世界里，他身边的一切事
物都是无声的，不管是乒乓球的“啪啪”
声，还是训练馆里有节奏的音乐声，这些

他都只能靠视觉去感受。“有一次训练，杨
鹏因为一个球没有打好，自己一个人反反
复复在训练馆训练了三四个小时，直到把
那个球打到满意。”彭致友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多年来，杨鹏和
彭致友在乒乓球比赛上屡次获奖，不仅获
得过乐山市残特奥会乒乓球比赛冠军，还
代表四川参加过全国残运会乒乓球比
赛。“这些年，辜教练既是我们的教练，更
是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不仅
爱上了乒乓球，还因乒乓球认识了很多朋
友，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对于即将到来的
省残运会，杨鹏和彭致友在心里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会好好表现，让乐山的乒乓球
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克服困难 收获佳绩

“他们是一对聋哑人，所以在打球的
时候几乎是不会发出声音的。”教练辜宏
解释。据他介绍，这对聋哑人是杨鹏和彭
致友，彭致友戴了助听器，所以会听到一
点。两人今年刚满22岁，已学打乒乓球
15年。“杨鹏是井研人，彭致友是市中区
人。由于身体上的天生缺陷，家长又想让
孩子掌握一项技能，经过多方询问，最后
把他们送到我这里学习乒乓球。”辜宏说，
乒乓球与其他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
更多的是需要手上和身体上的动作，对听
力没有太多要求。对他们来说，乒乓球是
最好的选择。

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这对于什么

都听不见的他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所
有的训练都只能凭感觉和通过教练的
辅助来获得。“他们来的时候才7岁，我
不会手语，所以和他们在沟通上有很大
的障碍。此外，孩子们又有自己的想
法，刚带他们的时候，可以说比其他孩
子要难上好几倍。”辜宏说，好在两个孩
子都很有天赋，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后，双双渐入佳境，在沟通上也产生了
默契，并且形成了一套属于他们之间的

“手语”。“现在乒乓球对于我来说就如
生命一般，它既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乐
趣，更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杨
鹏用文字向记者描述。

学习打球 收获快乐

记者 曾梦园文/图

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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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风家训”主题征文

获奖作品选登

诚信与廉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我懂事起，祖辈们就告诫
我：“诚信和廉洁是陈家祖训，是不能触碰的底线。”爸爸曾说：“勿以廉小
而不为，勿以贪小而为之，你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小朋友。”

曾几何时，我盯着广场屏幕上显示的“失信人员名单”，因好奇而笑嘻
嘻地去询问爸爸。爸爸却一脸严肃地说：“失信人员就是没有信用的人，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人会帮助他们！”从他的神态里，我懂得“信用”对
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曾几何时，当我听到爸爸说谁又因为贪污受贿被
警察叔叔抓走的时候，我感同身受于他们的孩子将失去爸爸，我更加懂得
了廉洁是多么的重要！

从小到大，我是父母眼中的小公主，他们从未打我骂我，我贪玩忘记
写作业交作业时，都是跟我好好讲道理，仅有一次，因为玩手机被爸爸发
现，而我却不承认，被爸爸狠狠地责骂并罚跪一个小时。爸爸非常严厉地
告诫我：“在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撒谎的。”从那时起，无论我做错了什么
事情，我再也不敢撒谎，慢慢地我养成了诚实守信的品格。

每当班里竞选班干部时，爸爸总说：“要多去竞选为班级服务的岗位，
比如劳动班长、小管家等等。”我很疑惑：为什么不能竞选纪律委员那些看
起来更受同学尊敬的职位呢？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我才懂得了爸爸的良
苦用心。

那是元旦节，学校举办跳蚤书市，要求几名同学组团合作，并推选一
名组长负责整个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我和另一名同学都想当这个组长。
在大家投票时，我全票当选。大家都说因为我平时乐于助人、讲诚信，让
我来组织和收钱，他们很放心。我反复思考，想起爸爸说过的话，突然明
白了：原来受同学爱戴并不会因为成绩或身份，而是在于平时真真正正地
为同学做事。真正能让人信服，靠的是品格魅力！

今天，我以我家的家训为傲；未来，我会一辈子牢记——诚信待人，廉
以修身。

诚信待人 廉以修身
乐师附小四年级2班 陈雨欣 指导教师李毅

“好好吃饭”这句话在我们家的家规上排行第一，原因嘛，因
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米饭。

从我记事起，“吃不下了”和“不许剩饭”这两句话总会出现在
每一顿饭要结束的时候。爸爸妈妈让我把饭吃光，而我则愁眉苦
脸地抱着半碗剩饭讨饶。我把脑袋想破了都想不明白，大米饭有
什么好吃的，比不上糖果的色彩缤纷，比不上巧克力的香浓甜腻，
更比不上炸鸡炸薯条的勾魂奇香。白白的，没有什么味道，还每
顿必须吃下那么大一碗。爸爸妈妈为了能让我好好吃饭简直操
碎了心。可是在经过一件事情过后，我改掉了不爱吃米饭这个坏
毛病。

那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回老家帮忙抢收稻谷。大人们下田
收割，我们小朋友负责看守晒场，把大人们挑回来的湿稻谷摊开
晾晒，用特制的耙子把稻谷里的碎叶儿捞干净，然后把已经晒干
的稻谷堆到一起，等大人晚上回来收起来，还要赶跑来偷吃的鸡
鸭。新奇的体验让我快乐无比，蹦蹦跳跳地跟着大孩子们在晒场
上忙活。最重要的是大人们忙去了，没精力再管我有没有好好吃
饭了。中午随便扒拉两口菜，我就说吃饱了，下桌后继续在晒场
上忙活。

下午更忙了，挑回来的稻谷越来越多，我们忙得脚不沾地。
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头晕晕的，手脚软软的，眼前还冒着金星，肚子
里就跟刀绞一样的难受。我以为我生病了，可小伙伴们却说我是
饿了，还问我为什么中午不好好吃饭。有小伙伴跑去给我找吃
的，却又一脸遗憾地回来说大人们都忙活去了，留的食物中午就
吃光了，让我忍忍等晚上开饭。我饿得头晕眼花，手脚无力，无比
的难受。好容易等到晚饭时间，我抱着一大碗白米饭使劲地扒，
菜都顾不上夹。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大米饭这么好吃。满满一口
咽下去，难受的肚子一下子就饱满起来，头不晕了，浑身也有劲儿
了。仔细地嚼上一嚼，还能品出甜丝丝的味道。配上香喷喷的
菜，更是让我差点连舌头都吞了下去。满满一碗饭下肚，我响亮
地打了个饱嗝，感到非常地满足。我看到爸爸和妈妈挤了挤眼
睛，相视一笑，仿佛完成了什么计划一样。

从这件事以后，我改掉了不好好吃饭的毛病，因为挨饿的感
觉实在太难受了！

我的家规之好好吃饭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唐一菲 指导教师唐琼辉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晨，天微亮，巢穴中的幼鸟迷蒙地睁开了双眼，叽喳喧嚷着，薄雾浸

漫于林间，太阳普照了大地。
田边，两个人影甚是隐约。

“就这个白菜吧，快快快。”“好。”
是母亲与外婆。

“走走走！快走！”“人家不会说吗？唉……”
她们加紧了脚步，走向一屋破旧木房，一旁是一块小小的田地。

“他们醒了吗？”“没呢！”“快去把菜放好，快，别被你爸发现了！”
……

“你们干啥去了？手上拿的是什么？快拿给我！”母亲背着手，别别
扭扭地走到外公身旁，缓缓地将手里的大白菜拿了出来。外公一把抓
起，“好啊，说，去哪儿弄的？”“隔……隔壁李大妈家的。”“为什么要去偷
别人家的菜？”外公狠狠地盯着母亲，蹙起的眉那般严厉，“快说！”

“呃……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吧！”外公一边说着一边快步
走进房里，拿出一尺沾满灰尘的木板，“你说不说？”

“别打她，她还小。这，这是我的错！”外婆开口道。外公愣了愣，
“唉……”

“成功的开端，在于年幼之时，而年幼的优秀，则在于家训端正，优
秀的家风影响的不止一代人，是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为人父母者，
要托起一家的福报，创造一家的福德，并非带孩子共做不正当之事。多
行善事，广积阴德，才可保一家之兴旺。”

“我们穷是穷，吃饱喝足是个难题，虽说以如今这状况，养活十一个
孩子的确不容易，但绝不能以此为偷东西之理由啊！”

“拿去还了吧……”
天彻底亮了。
……

“儿子，你怎么能偷别人的玩具呢？明天把它拿去还了，听懂了
吗？”“不！”我嚷嚷着。“为什么不呢？这是别人的玩具，又不是你的。”母
亲沉思良久，“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

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家里的故事，一段家庭的回忆，都是家风与家
规的载体。

人虽贫志非穷，做个正道之人，胜于一身财富。

穷不失义·链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六年级6班 王治顺

家，不仅仅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房屋，不仅仅是华丽轻奢的装
饰，也不仅仅是家人之间的温情、笑语。一个家，其中蕴含的最重
要的元素便是家风、家训。

古人常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学校、公司，乃至国家
都应有的准则，每个家也是必然离不开的。无论是小家庭，还是
大家庭都有着不同的家风、家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就是我家
的家训，含义是：将节俭看成做人的一部分。

我的家风家训是从外曾祖母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外祖母
是一个苦过来的人，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物资十分贫乏，能吃一顿
饱饭都不容易。一天，外祖母向我讲起了她的旧时：“我们那个时候
啊，缝缝补补的一件棉袄都要穿好几个冬天还舍不得丢。牙刷炸
毛了，你外祖父也视而不见继续用。有时吃饭，你外曾祖母只许每
个人每样菜夹一次，生怕下一顿没得吃，苦，当时太苦了……”我听
后完全惊住了。可想而知，当时的饭在老百姓眼中有多珍贵。

不久后，我与父母下乡去外祖母家吃饭。母亲为我盛上了一
大碗米饭，刚开始我吃得称心如意，口齿留香，到最后饱餐一顿，留
了几粒米在碗壁上，习以为常了，平日里都是如此。这时外祖母停
下筷子，向我的碗中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语重心长告诉我：“饭
碗要吃干净，不然以后要长满脸的麻子！现在社会在发展，你作为
一个学生，更不能浪费啊！”这番话我已听了无数遍，以前总觉得他
们太小气，几粒米都要计较，此时回想起外祖母说过的旧时情景，我
不禁恍然大悟，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比金银财宝昂贵太多。

现在，我也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每一顿饭，我的碗壁一干二
净，见不着一粒米；在购物时，不选昂贵的，而是选择耐用且心仪
的。“俭以养德，德由俭来”，乐于节俭成为我们家培育良好家风的
行为准则。

俭之德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六年级5班 李青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