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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外%走廊上%很多小选手干脆把自己的包放在地上%坐在包上休息!

孙小洁# 化名$ %今年
$"

岁%来自青兰拉丁舞俱乐部%她参加的是业余
$"

岁女子拉丁
舞的比赛! 当问她为什么会选择来跳舞%她的回答只有三个字%& 喜欢呗! '

孙小洁说%以前爸妈送她去学跳舞的时候%总是哭闹%说啥也不愿意去! 后来在爸
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下%又是许诺买东西%又是威胁的%才坚持去学了半年!

& 现在%哪还用爸妈哄啊%他们不让我去%我还要跟他们吵架呢! '她说!

走廊上%有个小男孩一出赛场%就抓起了面包和营养快线%大口吃喝!他叫王泽%今
年也是

$"

岁%昨天从许昌赶到郑州! 被问及为什么这么饿时%他的妈妈替他回答(& 中午
没吃饭%怕吃了东西影响体形! 刚才又跳了半天%能不饿吗) '

& 青'舞飞扬
第$"届%&'(青少年国际标准舞锦标赛暨河南青少年国际标准舞公开赛郑州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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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杯上%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一曲*
*+,+-

*+,+

+席卷了全世界!直到今天%拉丁余热尚未散去!这
不%省体育馆内又响起了这首动感歌曲%并且有

.)))

多
名拉丁舞者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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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国际标准舞锦标赛暨
河南省青少年国际标准舞公开赛在省体育馆开幕!下午
/

时%省体育馆门前人声鼎沸!大多参赛队员选择就近吃
饭%这可乐坏了省体育馆对面唯一的一家快餐店!

此次比赛%由河南青兰拉丁舞俱乐部和洛阳星光国
标舞学校共同协办! 伴随着世界杯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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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青兰拉丁舞俱乐部的小选手们扭腰"摆手"滑
步%动作整齐划一%真有点拉丁天后夏奇拉的影子!

开幕式后%比赛在晚上接着进行!据了解%参加此次
比赛的选手

.)))

多名%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广州
等省市!

即便到了晚上的决赛圈%每场比赛%少则
1

名%多则
十几名的选手同时上台! 评委为看清每位选手的动作%

大都选择离开评委席%驻足场边观看!

%&'(

青少年国际标准舞锦标赛是中国国标舞总会主办的三大国标舞赛事之一!

本次比赛由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与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河南省舞蹈家
协会承办!

中国舞协会长季孝明说(& 郑州是全国青少年活动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活动热情
甚至超过沿海城市! 而且河南人数众多%选址河南%对于国标舞的推广有很大好处! '

来自中原区的王女士%半蹲着靠在护栏上%关注即将上场的女儿!她说怕站起来挡
住后面观众的视线%又实在想看女儿%这才选择这样的姿势!

& 送孩子去学舞蹈%想着让她能学得一技之长!现在的孩子懂得太多了%又会弹琴%

又会唱歌的%我们就攻跳舞了! 而且跳舞的女孩身材好! '她说!

来自金水区的孙女士想得更远%& 让孩子去比赛%这都是积累%将来考大学%艺术生
还能加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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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状元班'发出& 状元'招募令%初三& 状元班'冲刺明年中招状元

陈中数理化(名师带你轻松冲名校
如果您家里有小学三年级至

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那么您可要注
意了(陈中数理化& 状元班'面向全
省选拔优秀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至
六年级"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
到高中一 "二年级 %每个年级招收
"))

人% 选拔上的学生将为郑州外
国语学校 "省实验中学 "郑州一中
等名校储备生源! 即日起报名%名
额有限%请尽快预约!

据陈中数理化副校长任战洪介绍%

近年来% 在陈中数理化培训的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顺利考入名牌初中"名
牌高中"名牌大学%实现了他们梦寐以
求的名校梦想! 因而%该校被誉为进入
名校的& 绿色通道'! 陈中& 状元班'更
以其骄人成绩备受青睐% 报名者络绎
不绝%& 状元班'也不得不一扩再扩%此
后%成立了陈中状元班教学基地%而该
校其他班型也急剧增加% 陈中数理化
不得不开辟多个新校区! 如今%陈中数
理化在郑州已经有多个校区% 在校学
生逾万人!

任战洪说% 此次秋季招生的小学
生& 状元班 '主要冲刺省实验中学 "郑
州外国语学校分校"郑州

!

中和郑州
/>

中等名校 ,初中生& 状元班 '主要冲刺
郑州外国语学校"省实验中学"郑州一
中等名校,高中& 状元班'主要冲刺国内
名牌高校!

�vwx���2+���s

自设立以来%陈中数理化& 状元班'成绩斐
然%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子成为真正的& 状
元'!

"))#

年
<

月%陈中数理化面向郑州市招收
优秀学子组建了& 状元班'!

"))#

年
>

月上旬%中招成绩揭晓后%来自
陈中数理化初三& 状元班'的

"/.

名学员取得了
1))

分以上的好成绩! 其中%李浥辰以总分
1/!

分成为郑州市中考状元%有
/"

名学生考入省实
验中学"郑州一中"郑州外国语学校!

"))#

年
$$

月
"#

日上午%陈中数理化期中考

试颁奖仪式上%各年级& 状元班'学员有
."<

人次取
得单科满分或第一"年级前十"班级前三的成绩%还
涌现了近

/))

名& 进步奖'学员!

")$)

年中招考试%据陈中数理化对初三学员成
绩的不完全统计%

1$/

分以上的学生有
>.

人%而
!1

分
以上的学生人数达到了

"<)

人%

/!)

分以上
"><

人!这
也就意味着%陈中数理化将有

>.

人可以被郑州外国
语学校"省实验中学"郑州一中三大名校录取! 其
中% 现陈中数理化学员周子琪同学更是以

1/!

分的
成绩勇夺

")$)

年郑州市中考第一名!

此次%陈中数理化& 状元班'面对全省小学
三年级以上"高中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发出招募!

与往期相同%此次%报名学生需通过考试进行选
拔%成绩优秀者方可进入& 状元班'!陈中数理化
副校长任战洪表示%陈中数理化将践诺守信"严
格兑现(凡就读& 状元班'的学员不仅能够接受
一线名师的亲自指导%而且在期中"期末考试中
成绩优异者或进步很大者% 均有望获得数额不
等的& 陈中励志奖学金'!

任战洪提醒说%为了保证& 状元班 '的教学质
量%每个年级收

"))

人%现在招募工作已经启动%其
中& 状元班'将有陈中老师"任战洪老师"段立建老
师和朱玉峰老师亲自领衔任课%使每一位& 状元班'

的学生都能取得进步%都能上名校!& 我们仍将采用
选拔考试的方式来选拔状元班的学生%一句话%让分
数说话%分数才是硬道理-因为状元班要选拔最优秀
的学生%加上最好的师资%培养能上名校的学生%这
是我们状元班一贯坚持的目标- '任战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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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见习记者 李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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