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訉 8月18日至21日，韩琪老

师及弟子朱仁仙、蔡雅芳、李亚琴一行

4人前往香港，参加第九届国际武术比

赛。她们在高手林立、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不畏艰难，顽强拚搏，共获得14枚

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1个个人全能

第六名的好成绩。其中韩琪获得2拳1剑1

刀4枚金牌；朱仁仙获得2拳1剑1刀4枚金

牌；蔡雅芳获得3金1银1铜5枚奖牌，并

获得个人全能第六名； 李亚琴获得3金2

铜5枚奖牌。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她们在老师的悉

心指导下，多年来坚持刻苦练武的结果。

                        劳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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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30日，区武术协会在区文

化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理事大会，全面部

署“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在萧山

举行的各项工作。区武术协会名誉副会长

许申敏，顾问邱鲁德、姚俊，会长许勇出

席大会并作讲话，大会由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夏国荣主持。

会长许勇在讲话中指出，“第五届世

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在萧山举行，这是创

建全国武术之乡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来之

不易的国际级盛大赛事，对于推动萧山的

全民健身活动，弘扬太极文化，提升萧山

武术整体实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要

求理事积极参与大会有关活动，积极参加

比赛，积极参加学习、交流、服务活动，

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才出才； 要

求顾全大局，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力争

安全、顺利地举办好这次盛大赛事。并就

资金筹集、赛事组织、宣传策划、后勤服

务、领导接待、志愿者队伍组建等有关工

作作了明确分工，将责任落实到人。

协会顾问姚俊重点就宣传策划、会场

布置、开幕仪式等有关事项发表意见，指

出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强调“外事

无小事”，务必以严肃、认真、敬业的态

度对待这次大会。

协会顾问邱鲁德重点讲解大会的竞赛

规程，并就两支队伍的组建和参赛提出要

求。他说，协会将组建一支国家队，代表

中国参加本次大赛，这是十分光荣而又十

分艰巨的任务。同时，组建萧山武术协会

代表队，参加有关项目的比赛。他要求各

个训练点把优秀的运动员选拔出来，要求

所有参赛运动员抓紧时间，积极訓练，赛

出成绩、赛出水平、赛出萧山武术界人士

的精神风貌。

协会副会长龚月琴就竞赛规程、开幕

式大型太极拳表演节目等事项提出意见，

她要求理事和会员们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从现在开始投入紧张的排练之中，力争将

最靓丽的风釆向国内外观众展示，力争在

大赛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协会常务理事、财务顾问沈锦江重

点讲解前期在后勤服务方面的12项工作，

以及实施阶段各个组的具体工作任务。要

求努力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质量第

一，节约第二； 精心筹划，用心服务，从

而确保大会的成功举办。

协会名誉副会长许申敏在大会上提

出以下要求： 一是各位理事要把大会精神

向会员传达好、贯彻好，使会员对“第五

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有一个基本的了

解，从而引导他们关心和参加这次大会，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是搞好选拔

工作，把优秀的人才选送上去，为国家争

光，为萧山武术界争光，对于挑选不上的

人必须顾全大局，服从管理；三是本次大

会纷繁复杂，有三分之一运动员来自世界

各地，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牢牢把好安全

关，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四是不论参加

比赛、表演、后勤服务还是志愿者，必须

注重武德，严于律己，尽职尽责，做好工

作；五是当好东道主，热情对待每一位国

内外来客，以良好的精神风貎，充分展示

萧山人的风釆；六是要有整体观念，树立

一盘棋思想。理事要为会员服务，为参赛

人员和表演人员服务，为举办好这次大会

作出自己的贡献。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夏国荣最后总

结说，这次健康大会在萧山举办是一件好

事，好在有利于弘扬太极文化，促进学

习交流，提高萧山区及萧山武术界的知名

度； 是一件大事，大在这是一次在家门口

举办的国际性盛大赛事，每一个武术爱好

者都机会难得，可遇而不可求； 三是一件

难事，难在级别高、场面大、人员杂、时

间紧，难在资金、安全、管理、协调、服

务诸多方面。因此，要求全体理事团结一

致，共同努力，全力以赴，为举办好这次

盛会而努力！                                 傅华生

区 武 术 协 会 召 开 理 事 大 会
全面部署“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在萧山举行的各项工作。

本报訉 在第九届香港国际武术赛比

赛中，区武术协会年仅21岁的会员金林

凱顽强拼搏，一举夺得陈式太极拳3段位

套路、陈式太极拳3段位对练、陈式精编

太极拳、推手65公斤级展示4枚金牌，引

来武术界一片喝彩声，纷纷赞叹：“萧

山武术，后继有人”。

金林凱现为杭州龙舜建筑有限公

司工地施工管理员，从16岁起，师从

区武术协会常务理事章建国学练陈式太

极拳、推手单动作等武术技艺，利用课

余、工余时间，刻苦练武，从不间断。

期间，还得到太老师邱鲁德、师伯杨一

强等武术前辈的悉心指导。       劳 富

香港参赛   捷报频传 萧山武术   后继有人

▲大会会场                                                                                                                   杨贤兴摄

▲左起：李亚琴、蔡雅芳、韩琪、朱仁
仙。                         韩琪提供 ▲获奖后的金林凯       章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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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项目 

（一）个人项目

1.规定项目：陈式太极拳、杨式太

极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武式

太极拳、42式太极拳、24式太极拳、42

式太极剑，32式太极剑。

2.传统项目：陈式太极拳(器械)、

杨式太极拳(器械)、吴式太极拳(器械)、

孙式太极拳(器械)，武式太极拳(器械)。

3.其他传统太极拳(器械)。

（二）对练项目：

各式太极拳(器械)对练。

（三）集体项目

1.陈式太极拳(器械)集体项目；2.杨

式太极拳(器械)集体项目；3.吴式太极拳

(器械)集体项目；4.孙式太极拳(器械)集

体项目；5.武式太极拳(器械)集体项目；

6.其他式太极拳(器械)集体项目。

六、参加办法

（一）每队派领队1名、教练1名、

队医1名，运动员20人，男女不限。

（二）每名运动员限报太极拳术1

项、器械1项，可兼报对练项目和集体

项目。

（三）每队限报集体项目1项。人

数不得少于6人，少于6人时不予编排。

性别、年龄组别不限。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按中国武术协会印制的

2012版《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及有

关补充规定执行。

（二）42式、陈式、杨式、吴式、

孙式、武式太极拳和42式太极剑分别采

用原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印的《太极

拳竞赛套路》、《四式太极拳竞赛套

路》、1996年编印的《武式太极拳竞赛

套路》和1991年编印的《太极剑竞赛套

路》。

（三）项目时间

1.太极拳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

过4分钟，3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2.太极器械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

超过3分钟，2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3.对练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3分钟，2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4.规定项目未完成套路不予扣分。

5.集体项目不超过4分钟，须配音

乐(自备CD光盘或MP3播放器)，音乐中

不得出现说唱等内容，若出现说唱裁判

长总扣0.1分，未配乐者裁判长总扣0.1

分。比赛时，由本队教练或领队负责配

合音响师播放音乐。

（四）年龄分组：

儿童组：12岁以下(2003年1月1日之

后出生者)；

少年组：12岁至17岁(2002年12月31

日-1997年1月1日)；

青年组：18岁至39岁(1996年12月31

日-1975年1月1日)；

中年组：40岁至59岁(1974年12月31

日-1955年1月1日)；

老年组：60岁和60岁以上(1955年1

月1日之前出生者)。

八、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个人项目：按各单项各年

龄组别男、女分别设一等奖20%、二等

奖30%、三等奖30%。颁发获奖证书和

奖牌，其他颁发参赛证书。录取比例

均按照实际参赛人数，采取四舍五入

的办法。

（二）对练项目：按2人和3人对

练，徒手与徒手、徒手与器械、器械与

器械，及各式太极拳对练项目分别录

取，录取比例和办法同个人项目。

（三）集体项目：按拳术类、器

械类、拳械混编类及各式太极拳集体项

目，分别录取一等奖20%、二等奖40%、

三等奖40%，颁发获奖证书。录取比例

均按照实际参赛队伍，采取四舍五入的

办法。

（四）参赛人数不足6人的单项，

男、女各年龄组别按拳术、器械类分别

编组录取。

各市、县（ 市、区） 武术协会，

行业武术协会、中国武术协会二、三級

单位会员，各段位考试点、各武馆武校

俱乐部等：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武术协会、浙江省体育局和杭

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世

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定于2014 年11月20

日至23日在杭州市萧山区举行。这是在

我省举行的又一次国际太极拳大赛，是

一次交流技艺，増进友谊的武坛盛会。

现将《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竞赛

规程》发给你们，请按规程要求组织队

伍报名参赛。有关事宜请登陆“浙江武

术” 网站：www.zjws.net, 浙江省武术

协会微信网站：zjws8888  查询。

特此通知

附：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竞

赛规程（ 境内） 略

                               2014 年9月2日

浙 江 省 武 术 协 会
浙体武〔2014〕48 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的通知

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竞赛规程(境内)

本报讯  9月20日，区武术协会段位

制办公室在区文化馆四楼排练厅，举办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考核点暨段位制教程

初段位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协会会员

和武术爱好者60余人。

同日，进行初段位考核。其中一段

24人，二段5人，三段2人。

协会副会长兼段位制办公室秘书长

龚月琴参加培训和考核活动。

期间，进行部分学校的段前级考

核，其中红山农场学校段前一级190人，

二级503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段前一级

867人；益农镇第二小学段前一级578人。

                                           戴琰萍

本报讯  8月30日至31日，区体育

局、区老年体协在区文化馆四楼排练

厅，举办2014年区中老年人太极导引

功基层教练员培训班，由杭州市武术

协会副主席、太极导引功总教练朱兴

根老师执教。区武术协会派员参加培

训，有关镇、街（场）老年体协也派

员参加培训。培训班旨在向广大中老年

人推广、普及太极导引功健身活动。

                                           戴琰萍 

本报讯   9月14日，第九届“健晨

杯”中老年剑拳操舞全国公益大赛杭州

赛区海选在阳光山庄举行。区武术协会

理事王晚云等6人表演了太极拂尘、会员

张勇表演了形意拳、会员俞晓萍表演了

太极单刀。精彩的表演博得了全场观众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区武术协会永兴公园晨练点代表

队、人民广场晨练点代表队、新街镇新

润社区晨练点代表队的武术健儿分别参

加海选。

据了解，本届“健晨杯”大赛以

“中华剑拳显身手，全民共筑健康梦”

为主题，旨在影响、号召广大民众从我

做起，共同筑梦。让中老年朋友有更多

展现自我，登上梦想舞台的机会。

                                             劳 富

  协会派员参加区中老
年人太极导引功基层

教练员培训班

本报讯  9月10日至12日，杭州巿

体育局在巿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举办

杭州巿第五期健身气功项目二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培训内容为：反

邪教形势教育、社会体育指导员公共

理论及健身气功专项理论；健身气功

项目竞赛规则。

区武术协会派出陈茗娟、朱晔 、瞿

建芳、胡桂凤、胡丽娟5人参加培训。

                                            戴琰萍

协会派员参加市第五期二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协会武术健儿
参加“健晨杯”公益

大赛海选

协会进行初段位
培训考核

(节选)

沈  波

俞晓萍

黄  群

易贤英

新增理事名单

戴琰萍参加在厦门举办的2014年第

三期全国武术段位制骨干培训班，考核

成绩优秀，被录入中国武术协会专业指

导员人才库。                             

                                             劳 富

段位制骨干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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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寺第二进大殿前面的场地上，

活跃着一群武术爱好者，其中陆氏三姐

妹互帮互学，同场练武，格外引人注

目。她们是： 大姐陆杏园，今年64岁； 

二姐陆杏婷，今年61岁； 小妹陆桂芳，

今年58岁。

要说练武的历史，最早的当数二

姐杏婷。20年前，杏婷的身体十分虚

弱，经常感冒，一天到晚病恹恹的，是

姐妹中身体最差的一个。自从学打杨式

太极拳后，身体一点点好起来，于是，

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20年来，

克服上班工作忙、家务忙等诸多困难，

坚持练武，从未间断，有时下雨下雪天

也照练不误，是每天进入江寺最早的人

之一。慢慢的，杏婷成了姐妹中身体最

好的一个。大姐和小妹看到她的明显变

化，十分羡慕，5、6年前，也被吸引进

了练武的行列，于是，杏婷成了老师，

大姐和小妹成了学生。

   大姐杏园曾经有40年的心脏病

史，经常吃药，三天两头挂盐水，浑身

没有力气，不想动弹。自从跟杏婷练武

以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改善，如今，

药不吃了，盐水不挂了，像变了一个

人，身体越来越好。

    小妹桂芳前几年患过乳腺癌，

手术后，连续做了8次化疗，被折磨得

头发、眉毛都掉光，人好像瘫掉一样。

稍稍恢复一点后，又来跟二姐学打太极

拳。刚开始，连路也走不动，根本没有

力气打拳，只得坐在旁边看。慢慢的，

通过坚持练武，身体逐渐恢复过来了。

现在，各项指标正常，人的气色和精神

状态很好，成了三姐妹中身体最捧的一

个。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她曾

经是一个与癌魔作过顽强抗争的人。

如今，陆氏三姐妹每天早晨坚持来

到江寺，先练习腰功、腿功，然后练习

杨式太极拳，已能准确、熟练地打完全

套85式杨式太极拳。三姐妹的家人看到

她们的明显变化，自然十分高兴，家人

们纷纷帮助燒饭、洗衣、做家务，减轻

她们的负担，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全力以赴投入练武。对于家人们的大力

支持，三姐妹内心都感到十分欣慰。

这真是： 练武场上三姐妹，风雨同

舟情似海。刻苦练武结硕果，英姿飒爽

好风釆。

                                           傅华生

拳礼，亦称抱拳礼。以右手握拳，

紧靠左手掌心，举至胸前，双眼平视对

方片刻而成，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

古时，但凡交战双方、格斗双方或比武

双方，都必须互相施以拳礼，通报姓

名，以示武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和公安干警，都有军礼和警

礼，不论上下级之间、同級之间、新老

之间、友军之间，在见面、分手、会

议、操练、检阅、视察、探望以至永别

时，都施以军礼，以示尊敬、尊重。一

个看似简单的军礼，可以看出一支军队

综合素质的髙低、战斗力的强弱； 一

个看似简单的軍礼，同样可以看出一个

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所受教养程度。因

此，军礼是世界上各国军队和军人通用

的礼节，只不过施礼形式和要求有所不

同罢了。

拳礼，是习武之人的专利，是武德

的具体体现，是一个崇高的礼节。习武

之人需以自己有权施行这一礼节而感到

自豪。是否准确地施行拳礼，可以看出

一个习武之人的基本素养。通过互施拳

礼，可以拉近习武之人之间的距离，增

加亲切感和被尊重感。同样，不论参加

何种级别的武术比赛 ，不论拳、剑、

刀、棍打得如何好，如果在上场和退场

时，不施拳礼和施行拳礼不标准、不认

真，就会被裁判毫不留情地扣分，从

中，就可以充分看出拳礼在武坛的重要

作用。

萧山区武术协会是一个习武之人

自愿组合的群众性团体，也是一个大家

庭。我们的目标是在数年之内创建全国

武术之乡，这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

而学会拳礼，用好拳礼，则是最基本的

软件之一。

（作者为临浦镇峙山晨练点负责

人，区武术协会理事）

重阳节前夕，鲁惠卿老师专程从瓜

沥镇来到协会办公室，送上她亲手书写

的“萧山武术，源远流长，习武练功，

强身健体”16字条幅。这已是她今年第

四次来办公室了，充分表达了她老人家

对萧山武术协会和广大武术爱好者的一

片深情厚意。

今年2月18日，本报第八期第四版

专门登载了鲁老师习武练功的事迹，一

度在省内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反响，不

少老年人以鲁老师为榜样，走上了习武

健身的道路。鲁老师今年已届九四髙

龄，是协会最年长的理事。如今，她依

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精神抖擞地带领

瓜沥镇塘头几十位弟子揮刀舞剑，打拳

练武； 白天，依然坚持写她的字，画她

的画，日子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深得儿孙们的喜欢和当地老百姓的敬佩

爱戴。

鲁老师最关心的是培养年轻一代，

她多次对笔者说：“要为年轻武术爱好

者的成长创造条件，使萧山的武术事业

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壮大。”当她听说

第五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即将在萧山

举办的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千载

难逢的大好事、大喜事，希望广大武术

爱好者踴跃参加，一展身手，在萧山武

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衷心地感谢您，尊敬的鲁老师！

                                                                                                             

傅华生

“ 九 四 ” 老 人 的 心 愿

武 坛 三 姐 妹 话  说  拳  礼
 俞栢林

▲鲁惠卿老师亲手书写的条幅                               劳富摄

▲协会领导在义桥镇华天武道馆指导孩子们行抱拳礼    劳富摄 ▲协会指导萧山区技工学校学生练习陈式太极拳     杨贤兴摄 ▲协会领导在益农镇第二小学指导学生们行抱拳礼     劳富摄

▲陆式三姐妹在练武                                                                    干仲仪摄 ▲俞柏林老师行抱拳礼   俞柏林提供



春夏秋冬，岁月匆匆。萧山区武

术协会党山晨练点的武术健儿们长年

坚持习武健身，他们充满活力，热情

高涨，是一个团结战斗的业余武术团

队。每当晨曦初露，在一缕缕阳光的

照射下；每当夕阳西下，在一盏盏梦

幻般的灯光中，武术爱好者们凭借着

和美广场那宽广的场地和优美的环境

翩翩起武，大显身手，勾画出了一幅

幅新农村的和美画卷。

初试锋芒  2013年7月13日，党

山武术代表队的24式杨式太极拳在

“浙江省武术集体项目锦标赛”中，

通过与来自全省11个地、市64支代表

队1200多名武术健儿的激烈角逐，获

得了铜牌。这是党山历史上群众性业

余武术健儿取得的首枚省级大赛铜

牌，也是对党山晨练点领头雁赵宏标

老师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来自党

山镇的八位姐妹，她们抱着走出去闯

一闯，开阔眼界，见见世面的想法，

笫一次走出党山，参加省级大赛，所

表演的24式太极拳一举取得8.67 的高

分，引来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夺

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是区武术

协会第三期《萧山武术报》上的描

述，更是对党山晨练点几年来所做工

作的充分肯定。

出彩平台  自2004年恢复举办首届

党山庙会以来，群众的全民健身和习

武练拳热情十分高涨，广大武术爱好

者纷纷借助庙会这个平台，展示自己

的武术技艺和健身才华。每当庙会开

幕式启动，几千名观众总能目睹太极

拳、太极剑的精彩表演； 总能赢得全

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和喝彩声； 在庙会艺

术迎会巡游中，有有

氧健身大歩走、太极

拳、腰鼓队、舞龙舞

狮等群众武术；有健

身爱好者边巡游、边

表演，既展示了党山

晨练点武术健儿的靓

丽风釆、飒爽英姿，

也 为 宣 传 扩 大 晨 练

点队伍提供了机会。

“一年一度的党山庙会来临之时，是

我们业余武术健儿最忙碌的时候。大

家练得很认真，争着参与表演，还引

领着亲朋好友积极参与”。党山晨练

点负责人赵宏标很自豪地说。

三位一体  2010年4月，由当时

的党山镇文化站牵头，以党山晨练点

武术健儿为主体，组建了有20多人参

加的党山镇军乐队，由朱玲娟老师负

责。队员们自费购买军乐器材和服

装，通过刻苦訓练，熟练掌握了军乐

演奏技艺，先后多次参加党山庙会、

企业庆典、家庭婚庆和镇政府组织的

各项活动。2011年5月，由党山镇工

会牵头，在党山武术晨练点、军乐队

的基础上，又组建了薩克斯演奏队，

由陈福兴老师负责。队员们自费购买

薩克斯器具，在萧山请来的老师指导

下，通过夜间和业余时间紧张排练，

逐渐掌握了薩克斯演

奏技艺，除了参加党

山的各项活动外，还

参加了萧山区薩克斯

比赛和瓜沥镇庆祝重

阳节等活动，丰富了

当地人民群众的业余

文化生活，受到了广

泛的好评。就这样，

党山晨练点成了集武

术、军乐、薩克斯三

位一体的群众性业余

文化团体，在党山一带小有名气，深

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教练风釆  在党山，只要说起到

哪里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大家都会

不约而同地说：“找赵师傅学，他为

人热心诚恳，细心耐心，人缘很好，

是个好教练。”赵宏标老师早年因身

体原因，师从萧山武术界前辈龚月琴

老师和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朱廉芳太老

师学习太极拳、剑，一晃已有15个年

头。己歩入不惑之年的赵老师通过勤

学苦练，获得了中国武术协会颁发的

杨式太极拳四段考评员资格证、浙江

省准一级涉外杨式太极拳教练员证和

中国武术段位制四段证书，并担任区

武术协会理事。平时不苟言笑的赵老

师，内心里却充满着热情。他在拳艺

上严肃认真，精益求精； 在教学上一

絲不苟，不厌其烦。尽量让每一个学

员学得开心，练得舒心。学拳不到一

年的蔡女士告诉笔者：“跟赵师傅学

习太极拳很有乐趣，不仅学到了太极

拳，也练就了好心情，不少人都说我

的气色比学拳以前好得多了。” 对

此，不少跟赵老师学习武术的人都深

有同感。

每天淸晨，人们总能看到赵老

师在和美广场上带领拳友们练习太极

拳的身影，除了忙于日常业余武术的

教练、培训、参赛外，他又是一位卫

浴企业的副总经理，既要管全公司的

产、供、销，又要管人、财、物，在

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每天工

作紧张，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总能科

学安排，游刃有余，做到了练武和生

产、经营两不误，在党山一带的企业

界传为佳话。

同样，赵老师十分注重业余武术

团队的管理，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为团

队服务好，尽力帮助拳友解决具体困

难，以増强团队的凝聚力。他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要求队员们在练习武

术的同时，注重武德修养。因此，但

凡接触过党山晨练点的队员，都有一

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他们都十分谦

虚谨慎，待人接物热情大方，彬彬有

礼，颇有礼仪之邦的风度。

如今，赵宏标老师正在带领他那

三位一体、充满活力的团队，朝着一

个更高的目标前进，力争为促进党山

乃至瓜沥镇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岀自

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蔡志龙为原党山镇文化站

站长、广播电视站站长）

第四版

充 满 活 力 的 党 山 武 术 晨 练 点
 文/蔡志龙  傅华生  摄影/蔡志龙

▲舞剑                        ▲练拳                         

▲武术健儿在党山庙会大显身手                            

▲军乐表演           ▲萨克斯演奏           ▲太极扇表演            ▲在绍兴安昌古镇联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