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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班学技能
芭蕾、滑冰都有人学

记者10月7日在成都万象城看
到，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不少父母
带着小孩儿到这儿来玩，位于5楼的
冰纷万象滑冰场，20多个小朋友正开
心地学着滑冰。

“国庆节前报的班，今天来上最
后一节课。”一位带着孩子来上课的
家长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假期的学
习，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从工作人
员提供的宣传单上可以看到，冰纷万
象滑冰场的“国庆班”价格为480元，
日期3天，针对4~12岁小朋友，每天下
午4~5时一小时上课时间，实现3天
零基础学滑冰。

据滑冰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是
国庆最后一天，人数减少了很多。“国
庆刚放假的前几天爆满，我们准备的
所有护具都用完了。”

你以为只是小朋友的项目如此火

爆吗？成年人的兴趣项目一样火热。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的

武侯区艾薇芭蕾艺术中心，便利用假
期时间，专门为需要考级的人员举办
了培训班。

“其他培训机构需要考级的老
师、学员，都利用这个假期来培训。”
据艾薇芭蕾工作人员介绍，本期北舞
师资考级培训从10月1日开始，其中
1、2级培训7天，3、4级培训5天，均为
全日制，在培训最后一天考试。“只有
国庆假期，其他培训机构的老师、大
学生才有时间过来集中参加考试。”

国庆除了参加考试的人员外，
零零散散来上课的人也很多。据了
解，到艾薇芭蕾上课的一般会办理
次卡，次卡以10次为最低办理标准，

但在国庆期间，却有相当多人是以
单次的方式支付。

“其实不难看出，很多人是到成
都玩，在外地学习芭蕾，不想中间断
掉，所以到我们这儿来上课。”该工
作人员说。

报班学烘焙
工作人员：“宝妈”比较多

除了舞蹈，蛋糕烘焙也备受欢
迎。据甜蜜时光西点甜品蛋糕烘焙培
训工作人员介绍，十一期间该店开设
的6个培训班都处于满员状态。

据了解，目前该店开设的法式西
点、综合面包、裱花蛋糕、创意甜品等
课程的价格均在4500元至6000元，课
程时长为7天；英式翻糖课程为10298

元，课程学习时间为15天。
“我们这里一般宝妈比较多，也

有一些在职人员，以及想要创业的大
学生。”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培训采
用集中式，结业之后就可让学员达到
开店创业水平。

7天的培训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上午学习3.5小时，下午3小时，7
天时间即可学会一项新技能。

报班备考试
相关考试将至，抓紧复习时机

还有一部分人趁着长假“紧急充
电”、系统复习，为接下来的考试做最
后准备。

据了解，11月初即将迎来教师资
格证和公务员考试，中公教育推出的

“金题金练”等专题班异常火爆。
“国庆的专题班，主要针对在职

工作人员、在校大学生。”中公教育客
服樊老师告诉记者，国庆期间，中公
教育开设的专题班共有约350人报名
参加，与往年相比略有增长。“基本上

‘国庆班’人数都差不多，国庆是复习
的重要时机。”

据华图教育四川分校贺校长介
绍，相比去年国庆，今年国庆华图的
培训学员数量和开班数量整整翻了
至少五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
小长假的休息和外出，除了景区、道
路拥堵等原因外，较为乐观的招考形
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报考火热。今
年9月公务员招考公告发布，全省共
招录6823人，相对往年人数激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
恒 严丹

今年7月14日，2019那不勒斯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式闭幕，大
运会进入“成都时间”。成都筹备情
况如何？上一场盛会将带来哪些启
示？昨天，那不勒斯大运会总结会
在成都举行，总结会涉及全体会
议、场馆管理、人力讲座、媒体服务
等方方面面，一同参与讨论的，除
了国际大体联、那不勒斯代表团，
还有2023年第32届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举办城市：俄罗斯城市叶卡捷
琳堡组委会。记者从总结会上获
悉，成都正在对29个比赛场馆、16
个训练场馆和4个备用场馆进行改
造提升，建设和改造大运村，建立大
运会交通快速通道等。

在会上，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就
筹备工作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提
出了七大主要工作，包括：高质量
建设大运场馆设施，新建成都东安
湖体育公园，作为主场馆并将其打
造成为成都地标精品建筑。对四川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体育学
院等高校的29个比赛场馆、16个训
练场馆和4个备用场馆进行改造提
升等；高水平实施大运竞赛组织，
严格按国际标准推进赛事组织管
理，在全球遴选不少于500名高水
平裁判和技术官员组建竞赛执行
团队，建设30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兴
奋剂检测站，严格规范兴奋剂检
测。组建29个比赛场馆运营团队和
16个训练场馆保障团队；高起点策
划大运大型活动，聘请顶级专业导

演团队和执行团队，将开闭幕式打
造成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盛会；高标
准提供大运服务保障，招募选拔
1500名骨干志愿者、3万名赛会志
愿者、50万名城市志愿者，建设
1500个志愿服务站点，打造成都大
运会志愿者队伍；高品质提升大运
城市环境，开展交通道路、重要节
点等18项城市形象提升行动；高水
准做好大运宣传推广，搭建国际融
媒体矩阵，运用5G+8K新技术，做
好大运会全球宣传推广工作；以及
高效益推进大运市场开发等。

此次总结会上，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以下简称大体联）听取了
2021年成都世大会组委会关于筹备
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接下来还将
对相关工作进行考察。带队的世界
夏季大运会主任马克·范登帕斯已
经是第四次来蓉考察，可以说是全
程见证了大运会筹备工作的“成都
速度”，对于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快速
高效的工作，范登帕斯赞不绝口，他
明确表示：“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从今年1月底首次来蓉，范登帕
斯参与了每一次大体联对于成都的考
察工作，对于成都这座城市，他已非常
熟悉。在评价成都大运会的筹备工作
时，范登帕斯用了“非常满意”四个字
来形容，他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一个庞大而专业细分的组委会已经
搭建并顺利运转起来了，世界大体联
对此非常满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据成都理工大学微信公
号 介 绍 ： 邬 宗 岳
（1933-1975），重庆云阳
人，该校1960届毕业生。
1975年3月至5月，率中国登
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第
四次适应性行军中行进到海
披8500米的高度时，不幸滑
坠，英勇牺牲，终年42岁。
1975年7月19日，《光明日
报》以《珠穆朗玛一青松》为
题发表长篇通讯，详尽报道
了这位英雄为祖国登山事业
英勇献身的事迹。

国庆档电影中，国内首部以
登山为题材的电影《攀登者》备
受欢迎，目前影片票房突破8亿
元。影片用电影语言讲述了
1960年、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
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真实故事。

其中，由井柏然饰演的登山
队员李国梁，其人物原型就是
来自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友邬宗
岳烈士。并且，首次登顶珠峰
时，邬宗岳在珠峰8000米以上
采集的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标
本，至今依然存放在成都理工
大学博物馆。

静默不语的岩石，也成为这
段撼天动地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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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育部长到中国登山队
他兴奋地铆足了劲

1950年底，邬宗岳报考军校到了
部队，历任班长、排长等，经受了严格
的军事训练。军人出身的邬宗岳身体
素质很好，体育一直是他的特长。邬
宗岳的爱人王明秀在追忆他的文章
中提到，“空军组织篮球队，邬宗岳和
同志们一道苦练技术参加比赛，曾获
得多次冠军和亚军，球队还经常下连
队开展体育活动。”

1956年，政府号召干部考大学，
邬宗岳由于基础知识扎实，成功考上
了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
王明秀在文章中回忆：在成都理工大
学读书期间，邬宗岳先后担任学院体
育部长、学生会副主席等职，还是学
院篮球队队长和手球队主力队员。

“周末常有活动，他也顾不上回家。”
1960年，在邬宗岳即将大学毕业

之际，中国登山队决定在成都理工大
学抽调两人参加首次攀登珠穆朗玛
峰行动，他和同学罗士明毕业前提前
加入了中国登山队。

“能够在大学期间就接受一个关
系到国家荣誉的重要任务，邬宗岳是
由衷地兴奋和铆足了劲。”王明秀在
文章中介绍，邬宗岳虽然从未受到过
高山训练，但第一次登山就两次运送
氧气和物资到珠峰8500米的高度。

由于表现突出，当时的国家体委
要将邬宗岳和罗士明正式调到登山
队，可是成都理工大学早就决定待他
们毕业后留校工作。一边要调，一边
不放，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三年之久，
一直到学校争不过，才无可奈何同意
放走了这位优秀的毕业生。

将首次登顶珠峰的荣誉送回母校
邬宗岳：是学校培养了我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在
邬宗岳等后备支援队员的全力保障
下，中国登山队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

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后，邬宗岳
从拉萨回北京的时候，他的初中同学、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刘兴诗也正
好在北京。刘兴诗回忆道：“因为我们经
常联系，所以他邀请我参加他从珠峰回
来的庆功大会，分享他的荣誉。”

庆功大会由国家相关领导人主
持，会议结束后，邬宗岳走下颁奖台，
将几件东西交给刘兴诗。刘兴诗至今
都清楚记得这几件东西：第一件是邬
宗岳从珠峰上采集到的四块岩石标
本，材质是花岗岩，与普通花岗岩不
一样的是，由于寒冻风化，这几块花

岗岩标本的表面都是坑坑洼洼；第二
件是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珠峰，
相关媒体追踪报道的合订本。

至于第三件东西，邬宗岳把自己
胸前的奖章取下来，让刘兴诗把这个
带给学校。刘兴诗拒绝道，“这个不
行，这是国家给你的，我亲眼看到国
家领导人别在你胸前的，这是属于你
的荣誉，太贵重了！”邬宗岳说：“是学
校培养了我，这份荣誉应该归学校。”

而今，几十年过去，这几块从珠
峰8000米以上采集到的二云母花岗
岩标本依然存放在成都理工大学博
物馆，介绍牌上的捐赠者一栏，也清
楚注明了是由校友邬宗岳和成都理
工大学教师罗世明于1960年参加中
国第一次珠峰科考时采集。

成都理工大学为烈士塑像
每年清明都会为烈士献花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决定再次从

北坡登上珠峰，进行综合科考，身为
国家登山队副政委的邬宗岳担任登
顶第一突击队队长，为了顺利完成登
顶任务，突击队顶着每秒20米的高山
风暴，极为艰难地到达珠穆朗玛峰
8200米高山营地，开始突击登顶。

作为突击队长的邬宗岳为了留
下登顶的珍贵资料，毅然解开绳子，
选择了与队友分手，走在队伍后面拍
摄冲顶镜头。正当他将沉重的摄像机
和照相机放进背包准备前行时，一失
足从8200米处滑坠山崖，被珠峰的积
雪掩埋……

刘兴诗说，“一个人只要做了值得
纪念的事情，我们就要给他塑碑。”为
了纪念这位英雄校友，刘兴诗在成都
理工大学组织为邬宗岳塑起了雕像，
并取名橘颂园。“一个人去世以后，大
家回想起来真正值得纪念，我们就用
雕像的形式纪念他。邬宗岳对成都理
工大学而言是一名到此求学过的学
生，但他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在成都理工大学，但凡路过橘颂
园，不少人会停下脚步，面对邬宗岳的
雕像肃然凝神。每年清明节，学校也会
组织学生祭祀烈士，为烈士献花。

儿子毅然加入登山队
“想去看看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在邬宗岳的儿子邬前星的记忆
中，总是与父亲聚少离多。即使一起
在成都生活的时候，父亲忙于训练，
总是在自己睡着以后才到家，自己还
没有醒的时候，父亲又开始训练了。

邬前星清楚记得，父亲每年都有
十多天的探亲假。“但是和别人不同
的是，我妈带着我去找我爸。我爸在
兰州训练，我们就去兰州；我爸在北
京训练，我们就去北京；反正我爸训
练在哪里，我妈就拽着我去哪里！”

尽管聚少离多，邬前星从小就为
父亲的工作感到光荣。1983年从部队
转业后，邬前星也选择到了国家体委

登山队。很多人说邬前星是“子承父
业”，但他告诉记者，“当时真没这么
想过，也没有那么高尚。”

邬前星告诉记者，很多人都反对自
己再去登山，而且，对于自己加入登山
队的决定，不仅家人不支持，登山队的
领导也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结果自
己顺利通过了重重考验，成功加入登山
队，并且工作了12年。邬前星说，“在登
山队的时候，我们年年都要去珠峰，最
高去过6500米的三号营地。”

记者了解到，1985年新疆中美联
合登山队，攀登6973米的木孜塔格峰，
中方5人登顶，邬前星就是其中之一。

当问及为什么想要加入中国登
山队时，邬前星表示，“我当时的想法
是想代表家人，去看看我父亲战斗
过、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母亲年纪大
了，弟弟还小，只有我可以去西藏，这
就是我加入登山队的最大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应鑫 蒋超

部分图片由成都理工大学提供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电影《攀
登者》备受观众好评。不少观众表示，
在电影中看到了“攀登精神”。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蕴含着不少成
都元素。除了井柏然扮演角色原型是
成都理工大学校友邬宗岳烈士外，该
片编剧阿来也是四川人。

成都观众：看到了“攀登精神”

对于电影《攀登者》，有成都观众
表示，看到了“攀登精神”。

“山不只在那里，也在心里。攀登
者不只远方的英雄，还有身边的你我。
感慨！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登山英雄，
也为一起完成这部电影，并肩战斗的
所有人，还有为了角色哭了笑了感动
了的你们。”吴京10月6日发微博表示。

片中，井柏然饰演1975年登顶行
动中的摄影师李国梁，作为教练的曲
松林（张译扮演）在出发前对所有登山
新队员进行了高强度训练，他对李国
梁的训练最严厉，“我不是针对你，我
是珍惜你，只因寄予厚望。”电影中这
个片段令观众感动。

有意思的是，张译曾在微博喊话井
柏然：“1960年登顶遗憾未能留下影像资
料，如今15年过去，我们已经等太久。加
油，扛摄影机的年轻人！”井柏然也坚定地
回答：“攀登者李国梁，保证完成任务！”

编剧阿来：曾去拉萨体验

电影中，方五洲（吴京饰）架人梯托
举队友，徐缨（章子怡饰）顶着风雪向登
山队员传达气象信息，曲松林（张译饰）
与方五洲发生冲突、李国梁（井柏然饰）
从雪山上疾速滑落、杨光（胡歌饰）横跨
冰裂缝等一系列紧张惊险的镜头，展现
了中国登山队冲顶珠峰过程中的艰险
与不易。而影片宏大震撼的特效场面，
也让观众目不暇接，充满视听冲击力。

《攀登者》是四川著名作家阿来第二
次当编剧，他曾放话“一辈子都不再碰电
影”，这次破例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

阿来表示，他本人喜欢登山，也崇
敬登山英雄，曾去拉萨体验登山英雄
的幕后故事。影片故事由真实史实改
编，创作过程搜集了中国登山队大量
的史料图片与文献，严格遵循史料记
载，真实再现这段历史传奇。

阿来说，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海
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克服种种
艰难险阻，突击顶峰，实现了人类历史
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为世界
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这位从成都走出去的登山英雄

再次唤醒观众的记忆邬宗岳
国内首部登山题材电影《攀登者》热映，票房已突破8亿元

《攀登者》中
“成都元素”分外抢眼

滑冰、芭蕾、烘焙……新度假方式走红：

国庆加个“班”手头多门“艺”
国庆国庆77天天，，你是你是

选择到景区看选择到景区看““人人人人
人人”，”，还是选择宅在家里还是选择宅在家里

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抑或你想与朋抑或你想与朋
友一块儿吃喝玩乐友一块儿吃喝玩乐？？记者近日记者近日
了解到了解到，，此次十一黄金周此次十一黄金周，，一一
些短期的兴趣培训班走俏些短期的兴趣培训班走俏，，
““国庆班国庆班”“”“小长假班小长假班””成为成为

一些市民假期生活的一些市民假期生活的
一种新选择一种新选择。。

改造提升29个比赛场馆16个训练场馆
建立大运会交通快速通道

将开闭幕式打造成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盛会

成都大运会组委会
提出七大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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