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收对象及条件。招收对象为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部队
专 业 需 要 ，男 性 ，未 婚 ，年 满 24 周 岁 以 内
(1993 年 8 月 1 日以后出生）。政治条件和体
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二、报名方法及组织程序。今年继续实

行网上应征报名，直招士官优先报名、优先
征集、优先分配，报名起止时间为 6月 5日至
7 月 10 日，应招青年可通过“全国征兵网”查
询招收专业，提交报名信息，自动完成学历
和专业网上审核。直招士官招收专业查询
和报名网址：http://www.gfbzb.gov.cn（全国征
兵网）。 7月 30日前，完成宣传报名、体格检
查、政治考核、专业审核、审批定兵、协议书
签订、档案交接等工作，8月 10日前完成直招
士官自行报到工作。

三、招收专业及兵种。今年，我省为陆
军和空军部队直招士官专业计划如下：

青海省2018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
直接招收士官工作全面启动

单位 专业类别 高职高专（专科）专业名称 本科专业名称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陆

军

计算机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计算机
系统维护、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
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畜牧业 畜牧业畜牧兽医、动物防疫与检疫、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

护理 护理 护理学

空

军 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

联系人：李参谋 电话：0971-6391207 18997389331
青海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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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李健曾获得过我省健美大赛 70
公斤级季军，因为长期坚持训练，小时候瘦
弱的他，如今已经变成了威武、帅气、阳刚的
小伙。李健感慨，是健美彻底改变了他，每
当想起这些，训练的枯燥感就会一扫而光。

李健是一名牙科医生，每天上午结束
工作，就迫不及待走进健身馆训练。

练健美并非易事。自从两年前他喜欢
上健美后，为了增加肌肉量，改善线条，李
健经常负重训练，控制体内脂肪比例。优
质的蛋白质有助于增长肌肉，因此每天必
须摄入。刚开始练习时，李健每天都要吃
大量的蛋白质，牛肉、鸡蛋、牛奶、蛋白粉冲
剂等，“最疯狂的时候，即便是平时喝水都
冲一些蛋白粉。”

李健说，有一段时间，他一听见“蛋白
质”三个字就反胃。“我也想过放弃，但每天

看着贴在墙上的健美海报，放弃的念头就
消失了。”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李健
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训练强度，甚至因
此拉伤了肩膀的肌肉，半个月的时间都抬
不起胳膊。“当时特别着急，教练告诫我，健
美不是速成的事，只能一点一滴慢慢积
累。伤好后，我开始系统地调整，保持一个
正常的训练水平。”

后来，他一边坚持训练，一边开始学习
健美方面的知识，比如食物营养的搭配，运
动项目和强度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健
认识了健身圈里的一位健美老师。老师告
诉李健，可以带他参加比赛，李健兴奋极
了。2015 年，李健参加西安举办的健美比
赛，初次参赛就获得了季军。

现在李健正在全力备战省运会。李健
说，健美路上爱拼才会赢，才会不断进步。

青海省体育局

西 海 都 市 报
联办

··青海青海
AA2626

2018-06-14星期四

96369 8457123热线:

体育
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sports

西
海 责编:盛望 主任:孙娟 责校:小燕

青海体育争光青海体育争光青海体育争光我为我为我为

本报讯 （记者 李占轶） 四年一度的
世界杯即将燃起战火，而我省校园足球的
发展同样引人注目。日前，2017至 2018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职高专组北赛区
小组赛全部结束，代表我省出战的青海畜
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男子足球队以北赛区
亚军的优异成绩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是中国足球
在校园开展的最高级别足球赛事，每年举
办一次，分别由北赛区和南赛区决出前八
名参加全国总决赛，其中北赛区包括北
京、山东、辽宁、新疆等 16 个省 （区）。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男子足球队
（以下简称青牧职院队） 作为青海校园足

球联赛 （高职组） 冠军代表青海参加本次
比赛。

在小组前两轮的激烈角逐中，青牧职院
队两战全胜晋级下一轮。第三轮比赛中，首
场 1比 0小胜辽宁机电学院。在第二阶段交
叉赛中，青牧职院队与黑龙江职业学院相
遇，3比 2取得胜利，强势挺进四强。半决
赛以 2比 1力克天津电子信息学院，以五战
全胜的战绩强势挺进北赛区决赛。

在决赛中，青牧职院队不敌新疆轻工
职业学院，以北赛区亚军身份获得全国总
决赛的资格。7 月，青牧职院、黑龙江职业
学院、新疆轻工职业学院等 8支球队将会师
全国总决赛争夺最终荣耀。

“爸爸，把我的自行车修一下吧，我要
和好朋友一起去骑着玩儿。”看着阳台上
轮胎瘪了的小自行车，小瑞子仰起头，眨
巴眨巴眼睛，故意摆出一副恳求的样儿。

小瑞子六岁，他的小自行车已经陪
伴他两年了。说起这辆自行车，与环湖
赛有着莫大的关联。2016 年的夏天，家
里的电视正播放环湖赛的直播画面，坐
在地上玩耍的瑞子，把玩具扔到一边，目
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

“自行车！自行车！爸爸，我要自行
车！”小瑞子突然嚷着说。对于自行车，
小瑞子已经不陌生，因为家里各种小朋
友的图书中，几乎都有自行车的图片。
有时在院子玩耍，看到小朋友骑着自行
车，小瑞子总要忍不住走过去，摸摸车
把，按按铃铛。

从此，拥有一辆自行车，几乎成了小
瑞子最大的愿望。作为小瑞子他爸，我
禁不住他软磨硬泡，没有坚持过一周，就
趁着周末带他去商场买了一辆自行车。

回到小区，小瑞子连家都不回，嚷着
先要到院子的小广场去骑自行车。其
实，我知道他就是想嘚瑟一下，想让他的
好朋友知道，他也有自行车了。

初次骑自行车，小瑞子不知道两条
腿怎么协调用力，胡乱蹬着脚踏，自行车
走一下停一下。我扶着后座，看着小家
伙的样子很搞笑，但还是忍住了帮他的
冲动。骑着走了几圈，小瑞子好像找到
了感觉，动作稍微连贯一些，但还是摇摇
晃晃，走着 S 路线，满头大汗的他喊我，

“爸爸，帮我推一下！”
就这样，此后无数个周末的午后，小

区院子里的圆形广场上，我和小瑞子开

始了自家的“环湖赛”——他骑车，我步
行，“湖”就是圆形的广场。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小瑞子已经成
了一个熟练的小骑手，不再需要我帮他
了，有时他和小伙伴们在小区环绕小花
园的小路上比赛，还有模有样地交流一
下骑行心得。

我不由得感慨，自行车给了他一个
小世界，让他学习如何融入小伙伴，也懂
得了坚持的意义。我家的“环湖赛”两年
了，但让小瑞子喜欢上自行车的环湖赛
已经走过了十六年，即将迎来第十七届。

十六年前，第一届环湖赛有 17 支队
伍参加，其中国家队 10 支，职业队 5 支，
地区队 2 支，参赛运动员共 102 名。当
时，赛段都是在青海境内。当时的环湖
赛，还是一株幼苗。

有报道显示，第十七届环湖赛将有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22 支队伍参加比赛，
赛事全程总距离 3671 公里，赛段途经青
海省海东市、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甘
肃省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兰州新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卫市。

如今的环湖赛，已不是一项单纯的
体育赛事，而是促使全民健身的一股推
动力，更是宣传青海旅游的一个窗口。

小瑞子将小自行车从阳台推到了客
厅，想试试轮胎瘪了的自行车是不是还
能骑行。小家伙龇着牙，蹬了几圈，感觉
太吃力，就去寻找打气筒，但不知道被他
放到哪里了。

今年的环湖赛即将开赛，我家的“环
湖赛”也要启动了，抽时间买个打气筒，
让小瑞子的自行车动起来，他就可以继
续体验骑行的快乐。

图片由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图片由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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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牧职院队踢进全国总决赛

我家的“环湖赛”
◇ 何军

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6 月 13 日，夏
都铁骑自行车俱乐部的百余名骑行爱好
者，穿着西宁龙盛国际旅行社刚刚赞助
给他们的骑行服，在省城举行了一场主
题为“我骑行我快乐”的骑行活动，为省
运会和即将开幕的环湖赛加油助威。

据夏都铁骑自行车俱乐部负责人刘
登财介绍，他们的车队成立于 2014年，当
时，是由三十多名退休的铁路职工发起
的。随着骑行活动不断增加，夏都铁骑
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更多的骑行爱好

者加入车队。如今，他们有一百多名骑
友，已成长为西宁地区规模最大的民间
骑行团队之一，为我省全民健身事业作
出了一份贡献。

由于车队是自发组织，大多数骑友
是退休职工，没有经费来源，车队装备相
对较差。西宁龙盛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得
知这个情况后，主动与夏都铁骑联系，为
他们捐赠了价值三万多元的一百多套骑
行服，并举行快乐骑行活动，为环湖赛加
油。

逾百名车手快乐骑行为环湖赛加油

健美先生李健：爱拼才会赢
本报记者 纳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