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禧宝宝20岁了——青春闪亮
新年的钟声敲响，当年被寄以厚望的千禧宝宝开始满20岁，进入一

个激情飞扬的年龄段。
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当

年的千禧宝宝正背负着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少年强则国强。今天，我们采写了几名千禧宝宝的成长故事，关注

他们的人生梦想。我们相信，这个被寄予了厚望的群体，必将在时代的
浪潮中大放光彩。他们定会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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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仍以学业为重
将开启新的冒险
在专业老师郭艺帆的眼中，王路瑶

是一位非常招人喜欢的孩子，性格开
朗，自身条件也不错，也很努力。“她上
课的时候基本都是坐第一排，求知的大
眼睛全程盯着老师，也经常在课下问专
业问题。”郭艺帆笑着说，多参加活动和
赛事锻炼是可贵的，也希望王路瑶在20
岁的一年里，多尝试多挑战，在忙碌的
大学生活中学会取舍。

新的一年，王路瑶对自己有更高的
要求，“我希望能打破现在的一切，去开
启一段新的冒险。”

王路瑶说，在 20 岁的这一年，她
仍然要以学业为重，寒假时再进修一
下拉丁舞和书法。对于学习和生活，要
继续充电，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下学期，
如果能有一些比赛和活动，自己仍然会
积极参加，哪怕结果不好，也不会轻易
放弃。

“每次比赛都是拿鲜花和掌声其实
没有用，我认为比赛更是一次看清自己
能力，接受批评的过程。”王路瑶说道，比
赛中还能看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这样
才会有目标，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哪些地
方需要去努力。

西南大学有一位女生，在
18岁时，她就获得了亚洲小姐
全球总冠军。在大学生活中，
她积极参加各项比赛，“从比赛
中发现对手的闪光点，也发现
自己的不足……”不仅如此，她
还主动为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
录制“声律启蒙”，当一名志愿
者。今年即将20岁的她给自
己定了新目标，“我希望能打破
现在的一切，接着去开启一段
新的冒险。”

人美心善
为孩子录“声律启蒙”
抛开亚洲小姐全球总冠军的光环，

在学校里，王路瑶还是一位热心又善良
的女孩。除了日常的学业之外，王路瑶
还会利用自己的专业去当一名志愿
者。“我会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个叫

‘声律启蒙’的志愿者活动。”王路瑶说，
在学校的录音室里，录好一些寓言故
事、童话故事、诗词等，通过志愿平台发
给一些偏远山区的小朋友，“得知有些
地方的小朋友对这样的故事录音需求
很大，我就做了。”

每次录音至少花两个小时以上，
“我们专业许多同学都加入到志愿活动
之中，尽可能地给孩子们多录一点，让
他们以多种方式听到故事。”

除了在录音室里录之外，王路瑶还
跟随志愿者组织一起来到位于北碚的
一所小学，以语言老师的身份给1-3年
级的孩子们讲故事。“一般我都会提前
准备PPT，寓言故事，诗词，绕口令等
等。”王路瑶说，一节课大约一个小时左
右。印象中最深的是她讲的“皇帝的新
装”这个故事，告诉孩子们要做一个聪
明，正直，诚实的人。

“当我讲课的时候，台下都是盯着
我的眼睛，从孩子们的眼神中看出，他
们渴望听下去，感觉这一切都值得了！”
王路瑶说，从同学处得到回馈，山区的
孩子很喜欢她的声音，她觉得自己的努
力没有白费。

18岁成为
亚洲小姐全球总冠军
2000年出生的王路瑶是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播音主持大二的学生，
1.76米的身高，长相甜美，气质优雅。

王路瑶出生于河北邯郸，从小
父母对她比较严格，虽然走的是艺
术生的路，但一直以来文化课成绩
也是名列前茅。“我从小就热爱播音
主持，中学时常常主持文艺晚会。”
王路瑶说，她喜欢拿着话筒站在舞
台上的感觉，除了播音主持，她还学
习了 10多年的书法，另外还会民族
舞、拉丁舞等。

2018 年她 18岁，考上了西南大
学，也是第一次来到重庆。进入大学
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学校
正在进行“亚洲小姐”重庆赛区报名选
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填写了报
名表。

从海选到总决赛，历时两个多月，
王路瑶以优异的成绩一路披荆斩棘闯
入总决赛。2018年“亚洲小姐”总决赛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办，16位来自中
国香港、大中华及海外赛区的候选佳
丽，经过各个环节角逐，王路瑶夺得了
冠军，同时还获得“最完美体态大奖”
及“最上镜小姐”奖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即兴问答
的环节，评委竟然要我即兴跳一段舞
蹈。”王路瑶笑着说，她当时穿着礼服，
踩着18厘米的高跟鞋，好在自己有舞
蹈功底，表演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
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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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学考入大学
进入散打队成为全国冠军
“回家的路上，我爸不停地骂我，我

哥也气哭了，还捶了我几下，都说我不争
气，我自己也特别难受，一直哭。”刘冠利
说，整个寒假他基本都没怎么出门，感觉
特丢脸。

由于成绩不太差，高二下学期刘冠
利转入了廊坊市大城县第一中学。他进
去的时候理科排名170/1200，第一次月
考就是全校第99名，之后一直保持在全
校前30名。

刘冠利说，“高三那段日子天天刷
题，学校10:30就熄灯，我就用台灯再学
到凌晨2点左右。”那年寒假，他也一刻
没放松，每天7点准时起床，上午学3小
时，下午3小时，晚上从9点学到凌晨1
点。2018年高考，刘冠利考了605，通
过提前批顺利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
查学院。“晚上12点就查到被西政录取
了，当晚3点还没睡着，太兴奋了。”刘冠
利乐呵呵地说。

入校军训时，学过几年武术的刘冠
利表演了一段八极拳，军训的一个辅导
员刚好是西政散打队的，于是他便被推
荐进了散打队。

“西政散打队淘汰率不低。”散打队
主教练杨安兵表示，2019年西政散打队
公开招新，100多人报名，70多人试训，
最终只有28人留下……

刚刚入队训练时，刘冠利和一个师
兄切磋一下，师兄反应敏捷，自以为技术
还不错的刘冠利碰都没有碰到对方。“当
时心里面特别兴奋，觉得来对地方了。”
刘冠利说，他学的刑侦专业本身就需要
好的身体素质，练散打不仅能够锻炼，还
可以提升自己的气质。“我以前84公斤，
走路重，现在体重减轻了，走路很轻快，
人也精神多了。”说完，刘冠利的眼睛眯
成了一条缝。

只经过短短一年的训练，刘冠利便
拿下了重庆国际拳击赛事中心俱乐部联
赛70公斤级年度冠军。

嘭嘭嘭，嘭嘭嘭……干净
有力、迅速敏捷。2019年12
月24日下午，西南政法大学
毓才楼负一楼传来一
阵打沙袋的声音，19
岁的刘冠利双手夹
头，脚步前后交替变
换，不停击打着一个
红色的长条沙袋，眼神
犀利。在2019年11月23日
收官的重庆国际拳击赛事中
心俱乐部联赛中，刘冠利夺得
70公斤级年度冠军，捧起了代
表“拳王”的金腰带。

替同学打抱不平
高二被学校开除
1.73米的个头，67公斤的体重，这

个大男孩看起来阳光开朗，讲起话来总
是眉开眼笑。对于自己的童年，他用了
三个字总结：“爱打架。”

“小时候家里条件挺好的，从小到
大兴趣班报了七八个，钢琴、武术、书法
都学过。”2000年10月，刘冠利出生在
河北廊坊，从小，爸爸就教育他不惹事，
但也别怕事。“如果在外面被揍了，回去
还得被揍一顿。”刘冠利笑嘻嘻地说。

刘冠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手是在
幼儿园。邻居家的妹妹和一个比他还大
的小朋友争滑滑梯，那个哥哥把妹妹弄哭
了。“我当时就上去和他打起来了，脸都被
挠花了，没占到便宜，但是气势不能输。”

高中刘冠利就读于廊坊15中，因
为一次打架事件，他被学校开除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高二上学期期
末考试前两天，因琐事纠纷，我同学在寝
室被扇了两个耳光，太耻辱了。”提起这
件事，刘冠利依然很生气，声音都提高了
几度，我回去时就看见好多人都围在寝
室门口，打听后才知道出事了。“我当时
就火了，在外面吼了几声，也没动手。”

第二天，两人又在食堂碰面了，刘冠
利室友的眼睛都被打肿了。“我当时特别
生气，没忍住，带上全班男生就冲去了食
堂，把那个男生给打了。”刘冠利说，其实
当时巡逻的老师已经逮住了那个男生，
他还是冲了上去。“后来学校觉得这个事
情挺恶劣，要找出头的，就把我给开除
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转折点。”

梦想当一名刑警
守护公平正义
“我从来不逃课，每一节课都认认真

真上，同时为同学们做服务；每周一、三、
四和周末散打队训练都好好带领队员完
成。”刘冠利说，未来要做大事，就要把当
前的小事做好，做到极致。

20岁，青春正当时。
未来该怎么走？刘冠利有清晰的路

线：考研，当刑警，守护公平与正义。
刘冠利说，如今他学了刑侦专业，计

划就是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
生，然后当一名优秀的刑警。

美好的未来要靠自己现在的奋斗。
刘冠利说，作为一名学生，就好好学习好
好上学，争取年年拿奖学金；作为儿子就
尽量不要让父母生气，多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锻炼自己，让父母笑口常开。“好好
打拳，锻炼好身体，为未来当刑警做铺垫
吧，然后再拿几个大学生拳击比赛的冠
军，拳击、散打、太极推手，全部拿一遍。”
话毕，刘冠利坚定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
灿烂的笑容。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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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瑶在图书室里学习

刘冠利（蓝裤者）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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