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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2019 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节滑

板公开赛在民盈国贸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

的滑板顶尖高手齐聚在此，为东莞观众们献

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滑板视觉盛宴。

本次赛事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主办，三狼体育承办。据悉，自滑板运动成

为 2020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世

界各地的顶尖滑手都在为参加奥运会不断

努力奋斗，滑板这项运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为了营造“湾区都市”的年轻时尚

文化气息、展示“品质东莞”的动感活力城市

气质，2019 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节滑板公

开赛将滑板运动带到更多的市民当中，再度

挑动年轻人的运动神经。

本次赛事设立滑板和长板两大类项目

比赛，滑板项目中设立了职业组、业余组和

儿童组共三个组别，长板项目中设立男、女子

长板和团体三个组别，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上百位顶尖滑手同台炫技，翻腾、跳跃、

抓板， 平时只有在视频中才看得到的酷炫滑板

“大招”，当天在现场进行了展示。

除了滑手们，本次赛事裁判由多位重量

级赛事专业裁判组成。 主办方表示，本次比

赛，不仅促进了市民对滑板的了解，掀起了

全民滑板风潮，更让市民看到了生活多姿多

彩的一面。

日前， 全国花式足球邀请赛在东

莞举行。 记者获悉， 该比赛也是 2019

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节系列活动之

一。 大赛不仅邀请了全国各地顶尖的

花式足球高手前来参赛， 更是邀请了

世界级的花式足球高手， 陈亚光 、

PHAT 和碧田三人组成的专业裁判员

团队， 同时还有国内著名嘻哈音乐人

辛巴担任大赛主持。

本次花式足球邀请赛设立成人、

青少年个人 battle，团体 battle，Iron man

（坚持 combo 连做时间最久者获胜）和

Sick three

（ 展示

lower

三连招动作）

四

个比赛项目。 全国各地顶尖高手通过

排位赛和淘汰赛的晋级形式进行多轮

角逐。 选手们现场展示自己的招牌动

作，展示完美的自己，极具视觉冲击力

的花式足球技巧引来了市民群众的阵

阵惊呼。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全民健身日”期间，东莞的全民

健身氛围极为浓厚。 近日，万科·东莞

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同时启动两个项目

的比赛：乒乓球比赛项目在东城体育公园

挥拍，电子竞技比赛预选赛在南城世贸中

心魔亚电竞馆火热开赛。此次乒乓球比赛

采用混合团体赛的比赛模式，共吸引了

22 支队伍约 180 名选手参加。

东莞是全国首个举办市民运动会

的地级城市。去年东莞市首届市民运动

会成功举办，为期半年的运动会参赛观

运动员与观众人数达到 20 万人次。 据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

科科长黎创成介绍，第二届东莞市民运

动会参赛大门向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敞

开，并且增加了攀岩、田径和篮球 3 个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项目， 共设 30 个项

目， 赛程从今年 3 月份持续到年底，乒

乓球是第八个比赛项目。由于天气等原

因，比赛项目集中放在下半年举行。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日， 嘉荣 SPAR 携手联合利华举

办“与爱童行—第五届新候鸟快乐成长

夏令营” 活动。 在 4 天的活动时间里，30

位小朋友跟随嘉荣 SPAR 志愿者一起前

往珠海、中山等城市，踏上寓教于乐的开

心之旅。

让留守儿童在暑期收获成长快乐

自 2015 年开始，嘉荣 SPAR 与联合

利华将公益活动升级， 先后开展了五届

为新候鸟们而举办的“与爱童行———新

候鸟快乐成长夏令营”。 5 年来新候鸟们

走过了广东多个城市， 通过丰富多样的

旅程，从不同领域汲取成长的营养，获得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从而培养乐观的人

生态度，享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2019 新候鸟快乐成长夏令营于 8 月

5 日~8 月 8 日开展， 30 位“小候鸟”跟随

嘉荣 SPAR 志愿者前往珠海、 中山等城

市， 他们大多是来自嘉荣幸福家园服务

中心的“新候鸟”。 嘉荣 SPAR 超市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孩子们，暑假里没有

父母陪伴，大部分时间在老家。 趁着夏令

营这个机会， 让孩子们去亲身体验那些

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多彩的世界， 开阔

视野，收获知识。

8 月 8 日晚，迎来了结营仪式。 小朋

友们在结营晚会，回忆相遇美好，彰显自

我荣耀。 根据每一个孩子在夏令营期间

的综合表现， 张文婷、薛

博学、王俊凯、许婷分别

被评选为优秀营员、学习

之星、进步之星、运动之

星。

“在这 4 天里， 孩子

们更懂得感恩， 懂得尊

重，懂得独立自主，懂得

了合作帮助，这就是夏令

营赋予每个人的美好和

感动。 ”嘉荣 SPAR 营销

总监蒋张表示，相信这些

都将会成为小朋友们一

生的财富，所以坚信嘉荣

SPAR 此届夏令营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

成为大家一生中美好的记忆。

关爱留守儿童嘉荣

SPAR

一直

在行动

嘉荣 SPAR 营销总监蒋张表示，连

续五年携手联合利华举办关爱儿童成长

的公益活动， 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公益理

念。 除了向社会传递嘉荣 SPAR 超市及

联合利华的一直致力于践行社会公益、

倡导社会责任心的同时， 还希望通过举

办这样的活动能吸引到更多的社会人士

关注， 并参与到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行

动中来。

在关爱留守儿童心灵健康成长上，

嘉荣 SPAR 一直在行动。 今年已经是嘉

荣 SPAR 支持“新候鸟计划”的第九个年

头。 9 年来，嘉荣 SPAR 和横沥隔坑社区

服务中心互勉向前， 共同为关爱外来工

贫困子女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 嘉荣

SPAR扶植“新候鸟计划”的形式多种多样，

除了资助新候鸟服务点租金、 购买器材、为

新候鸟派发助学金、带“新候鸟”小朋友外出

游玩、 联合供应商伙伴举行爱心义卖外，还

邀请知名艺人杨思琦等为“新候鸟服务点”

的新莞人子女上公开课，启发孩子们用阅读

开启梦想。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关爱和

丰富新候鸟们的内心世界。 蒋张表示，嘉

荣 SPAR 已为“新候鸟计划” 投入了近

200 万元，今后还要继续投入。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时下购车时始终都绕不

开“国六标准”这个比气温还

热的话题。 全国范围内的国

六标准执行时间将在 2020

年 7 月 1 日起， 此间还有较

长的过渡期。 大部分汽车厂

商加紧为新车适配国六排放

的同时，也在加紧去库存“甩

卖” 国五车。 现在入手国五

SUV 车不仅可以拿到汽车厂

商们的优惠让利， 而且还能

享受到更原汁原味的动力操

控，用车成本更低，对于广大

消费者来说， 抄底国五 SUV

不失为是一个好时机。

今日推荐几款非常值得

抄 底 且 性 能 出 众 的 硬 派

SUV，如日产途达、江西五十

铃 mu-X 牧游侠以及福特撼

路者。尤其 mu-X 牧游侠，作

为科考级 SUV， 拥有五十铃

久负盛名 3.0T 强悍动力、专

业四驱系统以及久经越野沙

场的品质历练，17.88 万起的

价格在这三款车型中不失为

购车首选。

近百位顶尖滑手同台炫技

2019年东莞户外时尚运动节滑板公开赛举行

全国花式足球邀请赛在莞举行

花式足球邀请赛现场。

老中青组团比“乒”

乒乓球比赛选手在场上全力以赴。

为留守儿童编织五彩假期

嘉荣SPAR超市连续五年发起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资讯

国五国六过

渡期 性能出众硬

派SUV超值推荐

顶尖滑

手酷炫滑板

“大招” 令观

众眼界大开。

30

位小朋友跟随嘉荣

SPAR

志愿者一起前往珠

海、中山等城市，踏上寓教于乐的开心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