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日截止。

报名方式：A、现场报名：贵阳华音堂

艺术学校 （贵惠路财经大第一教学楼三

楼）；B、 电话报名：18185077611、0851—

85666929（傅老师）。

招收对象：80 名喜爱唱歌的 5—11

岁小朋友。

课程设置：合唱、乐理、视唱练耳。 每

周日一次，每次两节课，每节 60 分钟，假

期若有集训加课，时间另行安排。

选拔时间：2018年 9月 9日（周日），

早上 9：30开始。

选拔地址：贵阳华音堂艺术培训学校

（贵阳市河滨公园旁贵惠路财经大学第

一教学楼三楼）

选拔内容：1、演唱任意一首歌曲（无

需伴奏，三分钟以内）；2、模唱短小旋律。

录取方式：由专家对考生进行综合考

评，择优录取。

备注：此合唱团为半公益团体，每学

期仅需缴纳 960 元基础设施费 （含场地

费、卫生费、水、电费等）;定座费：100 元

（按时参加选拔比赛后当场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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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烨恺的父亲付涛，现在已经成为

了儿子的助理教练、球童、营养师、分析

师……身兼若干个角色，为了保证儿子

的训练，他充当了“全职保姆” ，全程陪

同他训练、比赛。 和许多望子成龙的父

亲一样，在儿子小的时候，付涛就送他

去学围棋、打羽毛球等，可是学来学去，

孩子总没什么兴趣， 水平也很一般。

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付烨恺和父

亲去打高尔夫球，一下子，他就对这项

运动着了迷，便让父亲带他去学。

“学打高尔夫可不是一件随意的

事情。 ” 付涛告诉记者，高尔夫的装备

一套就是一万多，请教练、比赛等费用，

一年没有几十万绝对拿不下来。看到父

亲有些犹豫， 付烨恺便对爸爸说：“老

爸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绝对不会让

您失望！ ” 看到儿子小小年纪就有这样

的信心和志气， 付涛不忍扫儿子的兴，

便正式将他送去学习。

从基本站姿、如何发力、挥杆击球

等学起， 付烨恺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

印， 直到今天的全国青少年业余高手。

面对孩子的成功，付涛表示这是水到渠

成的结果。 “其实，培养孩子在某方面

特长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要孩子喜欢、

其次还要有一定的天赋。 ” 付涛说，自

己的儿子之所以在今天取得了一点小

成就，和全家人的付出分不开，他说，学

高尔夫和学习其他的东西一样，不能仅

仅只用金钱来衡量。

下一步， 这个贵阳高尔夫 “小王

子” 已经决定暂时放弃学业，全心全意

投入到球场中。 在高尔夫专业术语中，

低于一个洞标准杆一杆的叫 “小鸟

球” ，低于标准杆两杆的叫“老鹰球” ，

现在的付烨恺， 正在一只只地专心抓

“小鸟” ，直到和心一样广阔的舞台。

本报记者 余珉琨

高尔夫小子 刮起“贵阳旋风”

在 8 月 15 日结束的贵州省第十届运动会高尔夫球项目比赛中， 经过两天的

激烈角逐,贵阳代表队包揽了竞技组、群众组 6 枚金牌。 在竞技项目男子组中，由

2018 年费度亚洲杯中国锦标赛总冠军付烨凯领衔的贵阳代表队包揽了前三。 包

括这次省运会，今年 16 岁的贵阳小伙付烨恺，在近一个月内，连拿国际国内三次

大赛冠军和一次亚军，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稚嫩的小鸟，正在逐渐提升技术、

磨炼意志，有朝一日成为雄鹰展翅高飞。

成绩：一个多月 连拿三冠一亚

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安静腼

腆的笑容，只是经常参加比赛，付

烨恺的皮肤有些黑， 由于长期打

球， 他平时的言行举止也是彬彬

有礼，很招人喜欢。 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

“我现在参加的青少年比赛少

了， 更多参加的是水平更高的中

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 这也是

中国水平最高的业余高尔夫球赛

事，参加巡回赛，我就能和更多高

水平的大哥哥去较量、比拼，磨练

提高自己” 。

他说， 自己在 18岁之前，计

划再多拿几个冠军， 为今后进入

职业赛事做准备。“我想，自己这

辈子肯定离不开高尔夫了， 干这

个行业，我觉得是一件很有前途，

很有意思的事情” 。

从初出茅庐的小将， 到现在

的业界高手，付烨恺成长了不少。

但是在他心中， 始终存着一个

“职业梦” 。 他说：“不管怎么说，

都要去拼” 。

在今年 7月 6日至 8日举行

的高尔夫球 2018 费度亚洲杯·

中国锦标赛中，贵阳选手付烨恺

以三轮 208 杆的优异成绩夺冠。

在 7 月 20 日举行的汇丰冠军赛

深圳战比赛中，付烨恺又以三轮

成绩 75 杆、73 杆、73 杆并列第

一，通过加洞赛遗憾告负，获得

亚军。 7 月 25 至 26 日，雅阁杯·

2018 中国高尔夫球业余公开赛

上海站开杆，最终男女组均经附

加赛决出冠军，付烨恺以 147 杆

的成绩夺得冠军。

进入 8 月，在贵州省第十届

运动会高尔夫球项目比赛中，付

烨恺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带领贵

阳队又夺得了团体冠军。 这样，

在一个多月之内，这个只有 16岁

的“老将” ，就在国际国内含金量

很高的比赛中夺得了三冠一亚，

在业界刮起了一股“贵阳旋风” 。

许多专家都说， 这么小的年纪，

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个贵阳

帅小伙，真的不简单！

梦想：多拿冠军 成为职业球员

成长：一步一个脚印

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招募进入倒计时

孩子需要一个群体、 需要交

往，需要快乐。而合唱团就是最简

便、 最直接、 最快乐的集体。 由

《贵阳晚报》、华音堂艺术学校携

手打造的半公益培训项目“华音

堂·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秋季

招募进入倒计时。错过本周，再想

参加，要等一年。

说“简便” ，是因为人的嗓子

就是乐器，不必再有其他的投资；

说“直接” ，是因为用自己的声带

和身体创造艺术， 比借助乐器更

能投入注意力和情感； 说 “快

乐” ，是因为合唱群体相互学习、

配合、鼓励、评价，比独唱更有意

义， 独唱很容易中途放弃， 而合

唱，可以伴随人的一生。让孩子们

接触合唱团， 不仅仅能让孩子直

接叩响音乐的大门。 更能让孩子

在合唱这一艺术课程中， 领悟到

独立、分享、合作的重要性，为孩

子的成长之路领航。

“我从小就学习器乐，随着

年龄和琴技的增长， 家人希望在

贵阳找到更专业的老师指导我，

就因为这样， 每次上课都是父亲

带着我乘坐 4 个小时的“绿皮火

车” 从六盘水来到贵阳学习，风

雨无阻。现在我成家了，追求爱好

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很

感谢父亲为我的付出， 也正是因

为他的以身作则让我学会了坚

持， 让我在音乐甚至人生这份答

卷上写出了满意的答案。 ” 中国

合唱协会理事， 贵州省合唱协会

常务理事， 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

蹈学院合唱指挥副教授、 硕士研

究生导师， 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教学总监张谦在分享了自己的小

故事后表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很多孩子从小就接触了

不同的器乐， 有的身体条件符合

且能坚持学习， 也有的身体条件

达不到或是没有坚持学习。 但和

众多音乐、器乐类别相比，合唱是

一门成本低、门槛低、覆盖面广的

艺术， 它能快速提升全民艺术修

养以及感性素质。

“有一次课休，我发现合唱

团的一个小朋友拿出自己的零食

和坐在她身边的另一个小朋友分

享，我就问她‘你们俩认识吗？ 你

为什么把你的零食给她吃？ ’ 她

说‘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合唱

团的同学呀，我们应该分享。 ’这

个小朋友年仅 4 岁， 在她身上我

看到了合唱的美好：分享、配合、

集体、互助！ ”贵州民族大学 2015

级合唱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1 年考入内蒙古呼伦贝尔学

院， 师从田晓琴老师主修声乐；

2015 年 9 月考入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 攻读合唱指挥专

业硕士学位， 贵州省合唱协会会

员吴晨旭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一

开始的吵吵闹闹坐不住， 到后来

能静下心保持安静地听琴声、听

老师讲解。孩子们进步巨大。合唱

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没有我

们，只有我” 从小就有集体意识，

学会互相协作， 在演唱时注意力

高度集中……以上这些， 在她看

来无论是对他们当下的学习还是

以后的成长都有益处。

对报名即将接受选拔， 有点

“小紧张” 的家长和孩子们，吴晨

旭建议：心态放轻松，想着不是来

比赛，而是来开心唱歌的；选择歌

曲尽量贴合孩子声线， 不宜过高

或过低；歌曲类型不限，只要孩子

喜欢、 能唱， 重点是在唱歌过程

中，孩子能感受到快乐，展示出童

真、美好的一面。

本报记者 孙维娜

★链接 秋季招生信息

贵州早教协会

资助寒门学子

8月 25日， 浙江省高校贵州地区

招生研讨会在贵州财经大学鹿冲关校

区学术交流中心举行。 24所浙江省内

的本专科高校、高中与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理工学院等多所贵州省内的高

校、高中相聚一堂，共话新高考改革，

交流学校信息， 并就新高考模式下选

课、招录、专业设置等问题展开研讨。

据悉， 本次研讨会由海宁市宏达

高级中学主办、浙江教育管家、贵州普

学教育咨询公司等机构协办。 参会单

位包括中国计量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

江树人学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

与健康职业学院等 20 所本专科高校

与四所浙江省内著名高中———海宁市

宏达高级中学、诸暨荣怀学校、海亮高

级中学、奉化市第二中学。

据悉， 新高考改革第一批试点从

2014 年在上海和浙江启动， 到 2018

年， 浙江省已经有第二批学生完成了

新高考。 宏达高级中学张云中校长在

发言中指出，不分文理科“3+3” 的考

试模式， 目前存在学生在高一年级课

业压力重、师资配比不均衡、物理化学

选课率低等问题， 这些因改革而产生

的问题仍需要摸索解决办法。 浙江省

内高校部分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浙江

的经济发展、教育水平较高，优质的高

校也非常多，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贵州

考生报考。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共话新高考改革

浙江省高校贵州地区招生研

讨会举行

8月 27日， 贵州省早期教育协会

捐赠帮扶王车村贫困大学生圆梦助学

金发放仪式在王车村村委会举行。 省

政协常委、 贵州省早期教育协会石宇

波会长等爱心企业家首批捐赠王车近

5万元资金作为教育扶贫助学金，用以

帮扶王车村贫困大学生完成求学梦，

切实帮助贫困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其中一名获得帮助的学生在拿到

资助金时说：“我是该村王姑组的学生

罗双燕，2018 年以 534 分的成绩考取

了六盘水师范学院， 对于我们农村孩

子来说，考上大学后更多的是焦虑，焦

虑的是学费，特别是父母，担心得整夜

不能入睡。 父亲一人在外打工来支撑

整个家庭开支， 母亲靠一双手让我们

吃饱穿暖，2016年姐姐又身患重病远。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石叔叔等爱心人

士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让我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温暖， 有了你们的帮助

我会更加刻苦学习，回报社会，做一个

有价值有意义的人。 ”

石宇波提到，寒门出贵子，农村孩

子考上大学不容易， 贵州省早期教育

协会对王车村的“爱心助学” 活动还

将持续开展下去， 为王车村培养更多

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优秀人才而继续

努力。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