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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报业书画院少儿书画培训中心自开办以来! 受到学

生和家长的好评" 应学生和家长的要求!本中心限额招生常年

班学员#

集团资源共享 晚报小记者中心$ 新闻旅行社和本中心联合

推出#小记者报常年班优惠
!""

元%所有培训学员!在符合小记者

条件的前提下!可优先加入周口晚报小记者!并由培训中心免费

办理小记者证%凡报常年班的学生均可获得新闻旅行社赠送&金

凤凰乐园
#

精灵王国'免费游(

$

月
%&

日前报名者可获免费游)"

书法名家执教 本中心常年班由中国书协会员$ 周口市书

协副主席辛廷信!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郑卫峰$谢良良$魏晓璞等

一批资深书画家任教!更有我市的书画名家!国家级书协$美协

会员轮流授课"

行政机关就学 本中心常年班在五一广场对面市粮食局六

楼开课!教室面积
&""

多平方米!冷暖空调!封闭管理!安全安静"

精品小班上课 本中心常年班每班限额招收
%&

人! 确保老

师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一对一辅导!一对一设计学习计划!一对

一开发学生艺术潜质!体现&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的教学思想"

书画相辅相成 为弘扬&书画同源'的中国传统艺术!本中

心常年班采取书画相辅相成的教学方法! 毛笔与硬笔相结合$

书法与绘画教学交替进行!以求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推展活动纷呈 为更好地帮助学生持续提升学习兴趣!本中

心常年班将不断用成就感激发学员积极性!如举办少儿优秀书画

作品展!在*周口日报+*周口晚报+等媒体发表学员优秀作品!推

荐参加省级$国家级展赛!向国内知名书画艺术家推荐学员等"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报业书画院 周口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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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洁净舒适的培训环

境"

!!!!!!

中国书协会员$市书协副主席$培

训中心书法主讲辛廷信为学生示范"

!!!!!!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培训

中心书法主讲谢良良辅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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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培训

中心中国画主讲郑卫峰为学生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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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训中心部分学生通过半月

培训后展示自已的课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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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

至
!&

岁青少年 开设课程!书法班 美术班 培训费用!

!$'(

元
%

年
%

人 报名地点!五一广场对面周口市粮食局六楼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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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张亚东与孙杨的合作暂

告一个段落"据悉!张亚东不再带孙杨征战全

运会!孙杨将回到朱志根的麾下"在巴塞罗那

孙杨曾经表示!是否更换教练!全运会后将有

定论"如今!孙杨这么快就再次选择了朱志根

令人意外"

据分析!朱志根的放下&身段'和挽回弟

子的心!使孙杨重新回到昔日恩师的身旁"孙

杨在
5

月全国冠军赛后!觉得自己被冷落!当

时使他不顾一切地想更换教练" 他说#&我完

全被教练冷落! 那段时间是我下定决心换教

练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就孙杨和恩师再度和

好!主要是朱志根的&三部曲'初见成效"

就朱志根带过多队员一事!他表示让步!

&全运会后我现在辅导的很多小队员就会离

开我的小组! 现在指导他们也是因为浙江省

的全运计划要求" 这个恐怕也是目前我不能

专心指导孙杨的原因和产生纠纷的因素之

一!也希望孙杨能够理解"等他们离开后我就

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

其次!朱志根表示!不会再干涉孙杨的恋

爱问题"&在能够严格执行训练计划不影响训

练$比赛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父母

不反对!我会顺其自然!毕竟他是一个快
//

岁的成年人了!不会再多干涉" '

第三!朱志根为孙杨量身打造的&世界统

治计划'!更是加速了孙杨的回归" 在巴塞罗

那朱志根表示!除了长距离!还将增加孙杨在

短距离项目的冲刺能力"而且!孙杨仍有可能

在全运会上参加
(66

米自由泳比赛"

朱志根的&三部曲'!让这对一度不和的

师徒!有了再续前缘的基础" 就此!在多方的

努力和撮合下! 孙杨与朱志根的师徒纠纷终

于以和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随着年龄

的增长!孙杨希望还有另一片蓝天"他说!&希

望在结束训练之后! 我能自己去支配一些时

间! 而不是每天像以前一样! 由教练来管束

我"'因此!对于这对师徒而言!未来的路需要

相互理解和包容"

"李京红#

!三部曲"续前缘 师徒俩再牵手
!"#$%&'()

人们期待朱志根$孙杨"右%师徒俩能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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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体彩近日启动&圆梦行动'!为想创业

的重庆市民提供帮助" 一旦申报成功!创业者

即成为重庆体彩大家庭的一份子!创业者除了

将获得免费的系统培训!以及全方位的发展支

持以外! 其创意的发展理念如果获得认可!重

庆市体彩将主动为其提供资

金! 助其实现事业的快速发

展"

最近一段时间! 体彩和

创业成为不少媒体的热词 "

0

月份!江苏南京发起&添彩

未来! 放飞梦想' 在宁大学

生彩市创业大赛" 该活动作

为 &青创梦想 '十大创业主题项目之一 !由

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承办! 主要围绕

体彩公益宣传 $品牌打造 $市场拓展 $实体

营销等方面征集创业创意! 遴选出来的优

秀选手可获得开办体彩实体店的资金扶

持! 在公益体彩事业中实现

自己的创业梦想" 目前该大

赛已经圆满结束"

,

月!&体彩助创业 圆梦在

港城'!秦皇岛市首届中国体育

彩票杯创业大赛举行! 目前大

赛已经进行了复赛!

(6

名选手

进入决赛阶段"

,

娜娜
-

多地体彩成择业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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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莫斯科田径世

锦赛女子
/6

公里竞走比赛!中国选手刘虹摘

得一枚铜牌" 恰当战术和对手的失误帮助刘

虹最终站上领奖台"

俄罗斯女子
/6

公里竞走称霸世界!今年

世界
5

个最好成绩都来自俄罗斯选手"这次!

俄罗斯人又是主场作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赛前!刘虹和队友制定了跟随走的保守战术"

战术正确! 让刘虹在走进体育场时排在

第
5

位" 在她前面的
)

名俄罗斯选手是拉什

马诺娃$ 凯特亚金娜和索科洛娃" 进入场地

后!索科洛娃有些急躁!她因为再次犯规被罚

下场! 这样刘虹幸运地以
(

小时
/+

分
(6

秒

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 "钟?%

*+,-. !"/012

对手被罚 刘虹摘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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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凤凰涅?,伊辛巴耶娃在

经历一段低迷后!又找回了自己"

51+-

米, 昨

天凌晨!伊娃再次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世界田

坛"全场观众用山呼海啸般的掌声送给&撑杆

跳女皇'"

昨天! 伊娃给自己精心准备了一个印有

俄罗斯字样的小红帽"她一亮相!卢日尼基体

育场内就开始地动山摇"不过!伊娃第一次试

跳
510*

米时失败!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和教练简单沟通后! 伊娃很快调整好心

态"接下来的几跳!都比较顺利"横杆升至
51+-

米时! 场地上只剩下苏尔和巴西新秀席尔瓦"

伊娃一跳而过!给两位选手造成很大压力" 最

终!对手都没能跳过这个高度"比赛还没结束!

伊娃兴奋地跑上看台!和教练庆祝胜利"&我身

上伤病很多!备战时很沮丧" 教练给了我很多

鼓励!他说能把我带回之前的水平" '

回到场地后!伊娃直接要求把横杆升至破

世界纪录的
*16,

米! 可她
)

次试跳都没能成

功"没破世界纪录一点也没影响伊娃的心情!她

身披国旗绕场庆祝!还像体操运动员一样!激情

地在场地上连续做了两个空翻的动作" "王民%

3456 7489

伊娃再次征服世界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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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

月
(5

日!据

美国 *

73389:;8<

+ 站长报道! 上赛季效力于

=>4

浙江广厦队$目前身为自由球员的前锋加

里-福布斯昨天参加了洛杉矶湖人队的试训"

去年
(/

月!加里-福布斯加盟中国
=>4

联赛的浙江广厦队! 并且顶替了另一位曾经

在
?>4

效力过的球员...艾尔-索顿" 在代

表浙江广厦出战的首场比赛中! 福布斯就有

不俗表现!全场砍下
),

分!其中还包括了终

场前
//

秒的一次关键上篮得手" 整个上赛

季! 他在
/,

场
=>4

比赛中场均能得到
/+15

分$

,1+

个篮板和
510

次助攻"

很显然! 加里-福布斯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回

到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赛季湖人队中身

背保障合同的球员一共有
((

人" 特别是今夏特

赦掉慈世平之后!他们在三号位上的深度略显不

足!尽管尼克-杨和米克斯都能进行客串!但严格

意义上说只有韦斯利-约翰逊一个小前锋"

,

王森
-

湖人队试训前 !"#外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