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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adi das 近日于上海

南 京 东 路 世 纪 广 场 正 式 启 动

201 4 ROCKSTARS中国区大赛，是

继 201 3 ROCKSTARS 中 国 区 大 赛

开启我国世界级户外攀岩赛事先

河之后，adi das 再次为国内外攀

岩运动员和爱好者们搭建起的交

流竞争平台，让一众高手可以逐

鹿赛场，勇攀高峰。

整个大赛将维持两天时间，

于201 4年9月26日至27日举行。

活动会场占地约为8000平米，其

中包括主比赛区、候场区、乐队

区、t errex&cl i maproof 产品展示

区及扁带互动区。位于场地中心

位置的比赛区，由三座复合有机

岩板构成的抱石墙组成，共分为

8条攀登线路。产品展示区位于

场地右侧，由adi das t er rex展区

和cl i maproof 展区组成，旨在打

造“ 说走就走” 的户外运动体

验，帮助更多人发现该项运动的

乐趣所在。

现场，adi das 邀请到了中国

登山协会攀岩国家队教练赵雷

和国际定线员Adam Pust elni k为

活动揭幕，并介绍了本次比赛的

定线情况，不仅体现了大赛的专

业平台，更为国内业余攀岩选手

们带来了一次专业的定线福利。

活动间隙，现场还有DJ 为之助

阵，从早上九点至晚上九点，整

个会场将摇滚与攀岩相结合，为

公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感受。

本次大赛的比赛规则参照

国际攀联（ IFSC）的竞赛规则，比

赛轮次分别为男女GORE-TEX明

日之星组预赛、决赛和超霸赛，

男女子专业组预赛、半决赛、总

决赛和超霸赛。而在GORE-TEX明

日之星组超霸赛中脱颖而出的

冠亚军选手，将有资格进入到专

业组决赛的比赛中，与专业组选

手一决高下，争夺进入专业组超

霸赛的比赛名额。成绩排名除超

霸赛外，每个组别各轮次的成绩

排名原则首先为，按照完攀线路

数量（“ TOPS”）的降序排序，其

次，按照完攀线路所用的攀登次

数升序排序，第三，按照获得奖

励点的数量降序排序，最后，按

照获得奖励点所用的攀登次数

的升序排序。

在活动期间，现场消费者能

亲身感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在

扁带互动区，adi das 签约运动员

陈晖亲自展示多组高难度动作的

表演，令人目不暇接。亲和的他还

手把手带领大家一同体验了一把

扁带运动的技巧和快乐。大峡谷

拍照留念环节，让消费者不用亲

临险峻山脉，依旧能通过自己的

表现力和高科技完成与大自然的

亲密接触。

与此同时，消费者在现场寻找

二维码并用手机扫描，即可获得阿

迪达斯天猫官方旗舰店电子优惠

券一张，在9月25日-31 日期间，购

买 adi das 指 定 cl i maproof 或 者

t errex系列产品，即可享受单笔满

380元减1 00元的优惠。其中adi das

t er rex scope&solo t raxi on系列山

地越野鞋款，采用Cont i nent al马牌

橡胶大底和Traxi on外底，为穿着者

提供各种环境下的出众抓地力和耐

久性，能满足长时间户外接近徒步运

动的需求。内嵌的中底adi PRENE高

度减震材料搭配pro-moderat orTM

拱形支撑系统，全方位增强穿着的舒

适性和稳定性。ht wander t ag j 服

饰采用CLIMAPROOF St orm面料，具

有高度防风防水的效果，在极端气

候条件下也能提供持久的保护。

而adi das 全新的cl i maproof

科技被运用在户外鞋和服装上，

是一组能对抗恶劣天气的功能

面料，它集防风、防雨、透气于一

身，分为三个不同的程度来抵抗

不 同 的 天 气 侵 扰 。 cl i maproof

s t orm提供高度防风防水的功能，

主要用于额外严厉气候条件下

的持久保护。cl i maproof wi nd提

供了最透气，最轻质的保护，是

可将快速移动中产生的大量热

量和汗水排出体外的轻量级保

护技术。cl i maproof rai n则为在

恶劣天气外出者提供必要的防

风和防水保护。

2014 adidas ROCKSTARS 中国区大赛再战上海

寻找心灵安放的故园
昨天的诵读大会上，选手围绕

《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和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的考题展开激

烈竞争。而领诵者带领全场数以千计

的学生高声朗诵这些经典之作的名

片。上海市民从未如此明确且热切地

表达过他们对于传统的敬意和追寻。

此次赛事伊始，市民便报名踊

跃。据统计，共有老少妇孺近8万名市

民直接报名参赛。而间接参与赛事和

延伸活动的市民超过300万。总决赛

评委、赛事协办单位上海秋霞圃传统

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耐儒昨天对

青年报记者直言，市民参与经典诵读

赛事的热情，大大超越了此前的想

象，让人感到振奋。

不过振奋之余，李耐儒认为，这

种对待传统的升温有其必然性。“ 儒

家学说一开始是王冠之学，只为王公

贵胄所习读，是孔子让儒家学说下移

到了民间。从此，儒家学说就深刻地

影响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所以在李

耐儒眼里，人们推崇传统经典，并不

是什么创新，而是一种“ 回归”，回到

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属于的那个思想

文化的精妙世界里。

当然，国人也曾经“ 出走”。李耐

儒说，近1 00多年中，一种“ 历史虚无主

义”在国人中弥漫，“ 总觉得自己不行，

而将失败简单地归因于中国传统文

化。不断否定自我，而争相向西方看齐。

这样就造成了自我矮化。”现在，国人

终于“ 衣食足而知荣辱”，开始思考心

灵何以安放的问题。他们自然而然地

回望，猛然意识到被荒废多年的传统

经典的故园，才是心灵的归宿。

经典是永不褪色的思想
热爱传统经典，与家庭影响密切

相关。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多选

手之所以热衷传统，都是受了家庭的

影响。“ 诵读探花”张人匀只有7岁，

但从小在外公的指引开导下，已经可

以背诵700多首诗歌。领诵者、百强诵

读达人赵倬成对青年报说，他幼时就

和当语文老师的妈妈和传统爱好者

的爸爸一起背诵经典，而且年纪越

小，对经典的记忆也就越深。

可以说，正在寻找心灵故园的家

长们正在觉醒。他们对于传统经典的

热情正在潜移默化地深刻地影响着后

代。这自然是传统之幸，也是民族之

幸。但有一点毋庸讳言，由于长达上百

年对于传统的轻视和荒废，人们在传

统经典的接受上已经出现了裂痕甚至

断层。这裂痕，使得人们对于传统固然

拥有一腔热情，但仍感茫然。

究竟什么是国学？李耐儒昨天对

青年报记者抛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

问题。是穿着汉服，摇头晃脑地在那

里背诵诗词，就是国学？这种理解显

然过于肤浅。“ 我认为真正传统经典

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是3000年永不

褪色的思想和理念。这里面有礼义廉

耻，有家国抱负，有道义担当。”推广

发扬传统经典，首先就必须要弄明白

这些问题，才可能不入歧途。而像此

次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大会，就有一种

引领的作用。

李耐儒认为，传统经典的魅力不

止于诵读，更在于践行。“ 我们讲究

‘ 知行合一’，要在躬行中融入儒家

精神，修身立德。”

市民文化节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大会举行

走出迷茫 经典才能传承
经过5个月的角逐，上海经典诵读达人昨天在2014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中华传统经典诵读大会上产生，徐罗燕
成为“ 诵读状元”、7岁的张人匀收获“ 诵读榜眼”，而“ 诵
读探花”则被胡怡泓收入囊中。这个在嘉定的上海保利大
剧院举行的盛会，让人从来没有如此感受到传统经典的
强烈温度。而此次大会，也为2014上海孔子文化节画上圆
满句号。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昨天中午，

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78岁。张贤亮，1 936年1 2月生于

南京，1 955年后定居宁夏。代表作

《 灵与肉》《 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他创办的银川镇北堡西部影

城曾是《 大话西游》、《 新龙门客栈》

等作品拍摄基地。

在“ 百度百科”中，张贤亮的职

业被定位为“ 作家、企业家”。作为中

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张贤亮一边办

企业，一边写作的方式，曾经引起不

小的争论。2009年，张贤亮新长篇《 一

亿六》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青年

报记者曾对他有过一次专访。说到争

议，张贤亮表示：“ 许多作家在家关门

写作，必定远离生活。而我经过多年

的观察后，眼光大了，看透了很多东

西。”他认为，办企业也是一种体验生

活的方式。

通过办企业，张贤亮摆脱了作为作

家可能遇到的生存困境，但他依然同情

同行们的境遇。他说，“ 我原本反对国

家养着作家，但是现在以一个纳税人的

眼光看，国家可以养几百万公车司机，

为什么不能养几百个作家呢？”

著名作家张贤亮逝世

adidas签约运动员陈晖在ROCKSTARS中国区大赛现场带领大家体验扁带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