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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泳将成功挑战“三大皇冠”

“中国第一人”陈苏伟分享环曼哈顿岛游传奇挑战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邱发平

日前，东莞游泳名将陈苏伟环曼哈

顿岛游凯旋欢迎仪式暨媒体见面会在

东莞高

埗

举行，陈苏伟被授予“高

埗

城

市形象大使”称号。 欢迎仪式上，陈苏

伟分享了“三大皇冠” 赛事最后一

站———环曼哈顿岛游传奇挑战的经历。

陈苏伟一年内挑战英国与法国间英吉

利海峡、美国西部卡特琳娜海峡、美国

纽约环曼哈顿岛“世界公开水域三大皇

冠”赛事成功，成为国内保持本项纪录

第一人。

被授予“高

埗

城市形象大使”称号

欢迎仪式上，大家共同观看了陈苏

伟环曼哈顿岛游视频短片。 东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李国全向

陈苏伟颁发成功“环曼哈顿岛游”牌匾，

高

埗

镇委委员钟浩华向陈苏伟颁发“高

埗

城市形象大使”牌匾，陈苏伟向高

埗

图书馆捐赠图书，并分享了环曼哈顿岛

游感言。

高

埗

镇委书记严继宗表示，陈苏伟

在游泳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赢得

了荣誉，为东莞、高

埗

增添了光彩。 挑

战“世界公开水域三大皇冠”赛事过程

中，陈苏伟充分展现出不屈不挠、顽强

拼搏、永远向前的意志品质，传承和发

扬了敢为人先的“高

埗

大桥精神”，让家

乡父老感到鼓舞、自豪。

严继宗强调，高

埗

镇将以实施“十

大民生实事———游泳进校园”全民体育

普及活动为抓手，统筹体育特别是游泳

事业发展。 他号召全镇上下要学习宣

传陈苏伟勇往直前、勇于挑战、勇争第

一的精神， 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努力建设“城市花园、孝义高

埗

”。

一年完成“三大皇冠”游泳极限挑战

据了解，陈苏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岛当地时间2019年7月13日8:55， 北京

时间2019年7月13日20:55，在美国磨石

岛Mill Rock park下水。 在成千上万来

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陈苏

伟在北京时间2019年7月14日3：58 (

纽

约时间

2019

年

7

月

13

日

3

：

58

）

在磨石岛

Mill Rock park起水，历时7小时3分钟，

挑战里程为48.7公里，成功摘取世界公

开水域“三大皇冠”，成为中国完成世界

游泳极限挑战“三大皇冠”的第一人。

对于一年内完成“三大皇冠”游泳

极限挑战的关键是什么？ 陈苏伟表示，

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家人和团队的支

持；二是坚持科学的训练。 为了备战此

次挑战，自己提前几个月进行了低温水

域游泳训练和体能储备，为此增加了10

多公斤体重。 接下来，他将争取完成横

渡七大海峡的挑战。

陈苏伟：东莞高埗人，

1968

年出生。

游泳成绩：

2019

年

7

月

14

日， 用时

7

小时

3

分钟成功挑战环曼哈顿岛游 ，顺

利摘取世界“三大皇冠”，成为中国第一

个完成游泳极限挑战者。

2018

年

10

月

18

日，以用时

11

小时

35

分钟的成绩成功横渡卡特琳娜海峡，成

为横渡该海峡的第一位中国人。他是目

前中国史上第一个完成了英吉利海峡

及卡特琳娜海峡双挑战的游泳爱好者。

2018

年

8

月

3

日，以用时

11

小时

8

分

2

秒

5

的成绩横渡英吉利海峡， 成为完成

此壮举的中国第三人、挑战中年龄最大

者，也是用时最短的中国挑战者。

2016

年

6

月

15

日，曾用时

6

小时

09

分

横渡了琼州海峡，是目前世界上从南到

北横渡琼州海峡最快记录者。

2014

年起曾先后获得全国黄河挑

战赛冠军、横渡长江挑战赛冠军、刘公

岛挑战赛冠军等。

“桃李念斯人”

王森然师生作品展展出

日前，“桃李念斯人” 王森然师生

作品展在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东莞市开

明美术馆举行开幕式，展览共展出210

幅书画作品，展期将持续至8月28日。

据悉，本次展览由民进东莞市委

会、东莞市开明美术馆主办，香港王

森然学术研究会、 北京王雪涛纪念

馆、 东莞市开明文化艺术培训学院、

东莞市博士创业促进会、松山湖美术

协会协办。 展览共展出210幅书画作

品，其中展出王森然作品106幅，及其

4位亲传弟子作品104幅，展出的王森

然作品大部分为首次公诸于世，展出

其4位亲传弟子的作品皆是他们各自

的精心之作。

本次画展是为了纪念我国著名

革命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

家、艺术家王森然而举办的。 据主办

方介绍，本次展览作品中，画家笔下

的景象生机勃勃、各有其辉；作品线

条分明，黑白间、七彩间、技法中、灵

性育果；钢笔润花，体裁多样，充满活

力。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叶伟光

东莞小候鸟“归巢”计划在香市动物园启动

日前， 东莞小候鸟“归巢” 计划在

香市动物园正式启动。 该活动以“用爱

筑巢、 温暖东莞” 为主题， 吸引了 30

对候鸟家庭组团前来参加。

活动当天， “小候鸟” 代表们参加

完启动仪式后， 现场观看了精彩的飞鸟

表演， 并在心愿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心

愿。 随后， “小候鸟” 们在家长的陪伴

下一路开心逛动物园， 并来到熊猫馆观

赏憨厚、 可爱的国宝大熊猫， 还开心地

玩起了“熊猫不走 DIY” 游戏。

据介绍， 为了进一步丰富“小候

鸟” 们的暑期生活， 东莞香市动物园

与小候鸟志愿分队、 新莞人服务管理

中心等众多爱心单位联合发起了小候

鸟“归巢” 计划， 呼吁社会各界、 尤

其是爱心企业们积极行动起来， 为广

大“小候鸟” 们提供各种公益服务 ，

让他们在东莞的暑期生活更加开心 、

快乐。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石碣两学生在全国

大赛中勇夺一等奖

石碣镇东风实验学校杨晓

琪、 杨晓君姐妹俩在第二十届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上，

一路过关斩将， 在 1300 多名选

手中异军突起， 勇夺电脑绘画

项目全国一等奖。

据悉， 7 月 18 日至 21 日，

第二十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在山东潍坊科技学院开

赛， 该活动是旨在促进中国基

础教育信息化建设、 展示中小

学信息技术实践成果的全国性

评比活动。 活动设置了“数字

创作评比” “创客竞赛” “机

器人竞赛” 三项内容。 短短 3

天时间， 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

治区 1300 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三

项内容的角逐 ， 竞争异常激

烈。

杨晓琪 、 杨晓君参加了

“数字创作评比” 电脑绘画项

目的比赛。 姐妹俩虽然是第一

次参加全国赛， 但她们毫不怯

场， 沉着冷静。 她们在比赛中

分工合作， 姐姐出色地完成了

60 分钟的技术测试， 妹妹在 3

分钟的现场答辩以及评委的即

时提问中， 均对答如流。

经过技术测试 、 专家评

审、 现场面试等激烈角逐， 杨

晓琪、 杨晓君凭借现场沉稳发

挥和灵活应变， 最终摘取了初

中组电脑绘画全国一等奖。 据

了解， 杨晓琪、 杨晓君是石碣

东风实验学校的七年级学生。

去年 9 月， 姐妹俩开始接触电

脑绘画， 一下子就有了兴趣，

于是一有空就在电脑上涂鸦，

享受绘画的乐趣， 如今终于学

有所成。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大岭山摄影作品

《荔枝熟了》获银奖

在日前结束的第四届东莞市美术书法摄

影联展上， 大岭山镇美术书法摄影爱好者喜

获一金三银两优秀奖。

据了解， 东莞市美术书法摄影联展是一

项制度化、导向性、专业性的赛事，由东莞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 东莞市文化馆承

办，每两年一届，现已成功举办了 4 届，形成

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本届联展自启动报名以来， 得到大岭山

镇美术书法摄影爱好者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响

应。 最终，大岭山镇朱坤草书书法作品《喜迎

建国七十周年现代诗》数首获书法金奖、廖定

标水彩作品《郭家沟集市》获美术银奖、李梨

摄影作品《童眼画“东纵”》《荔枝熟了》获摄影

银奖，李梨摄影作品《樱花茶园线条美》获摄

影优秀奖，李洪堆摄影作品《继往开来》获摄

影优秀奖，还有多幅作品获入选奖。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践行普惠金融

天弘基金发布

指基投资工具书

指数基金有望成为权益类

基金发展的重头戏。 据中信证

券统计， 截至 2018 年底， 国内

指数基金的市场份额已超过全

市场公募基金

（非 货币 ）

的

14%。 天弘基金顺应市场需求，

推出了指数基金工具书———《指

数基金投资至简》。 正如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所

言，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框架系

统的工具书， 还能兼顾专业性、

可读性和实用性， 相信小白投

资者、 机构投资者、 基金从业

者等均能从书中获益。

陈苏伟现

场分享经验。

市民驻足欣赏展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