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21日 责编 邢涛 美编 张峰 邮箱 dhbtybmail@163.com体育聚焦 AⅠ·08 AⅠ·09

伴随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的召开，《健康中国2030》的
出台，充分说明了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成为
人们最大的追求，健身成为人们
最时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体育
消费需求、健康投资理念不断深
化，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中央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调结
构、转方式中积极培育体育市
场，促进体育消费，使体育产业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体
育事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互

联网+体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
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和信息存
储的模式，使体育信息资源高度
共享，最终大幅提高了全社会对
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体育升
级换代提供了新动力。

在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下，
郑州体育局根据郑州市体育产
业的统计结果，结合郑州市实际
情况，编制了《郑州市体育产业

“十三五”规划》，经过多次征求
意见，修改完善，即将出台。发
展体育产业，其中最亮丽的一张
牌就是积极打造培育体育精品

赛事。作为全国银牌赛事的中
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是河南省
一项极具影响力的赛事，已成功
举办了十届。第十一届中国郑
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突出了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邀请力度，
沿线20多个国家参赛，在提升
郑州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等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每年如期
举办的“黄河杯”全国门球赛、城
市坐标定向赛、嵩山国际马拉
松、全国百城市自行车赛等国内
外知名的大型体育赛事，办赛水

平越来越高，特色越来越突出，
影响力越来越广。

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是城
市功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一个
城市的名片，更是文明城市的象
征。郑州市积极推进大型综合
性体育场馆建设，西区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项目已经开工；东区市
民健身中心项目绿化园林部分
已经建成开放；北区市民健身中
心年底开工建设。不久的将来，
市民健身将会更加方便，将会在
家门口欣赏到更多更好看的体
育赛事，也必将带动体育产业的

大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息息
相关的体育彩票，郑州市的销量
已经由2006年底的3.11亿元一
路攀升，2014年为19.92亿元，
2015年23亿元，今年预计可完
成26亿元，再创新高。

这是一个体育的时代，这更
是一个体育人的时代。体育让
城市更具魅力，同时也为城市发
展增添新活力。郑州，中国八大
古都之一，河南省省会，在郑州
市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突飞猛进
的同时，郑州体育已成为一个璀
璨的亮点，闪耀在中原大地。

——回望2016郑州体育人的豪迈风采
向着全民健康的宏伟目标奋进！

核心提示 | 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全民健身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已上升
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2016年，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郑州体育人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向着全民健康的宏伟目标不懈奋进，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无论是
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还是奥运赛场的历史性突破，无论是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绝世韶华，还是郑州市第六届直属机关运动会的气势磅礴，无论是人才培养的成效卓著，还是体
育产业的蒸蒸日上，在各个领域无不彰显了郑州体育人的铿锵力量，为郑州这座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省会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作出了体育人应有的贡献。

初夏的绿城，阳光明媚，花团
锦簇。5月28日上午，郑州市第
六届直属机关运动会开幕式在市
体育场举行，市委书记马懿宣布
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市委、市政
府主办，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
承办，共设第九套广播体操、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射击、
七人足球、太极拳、毽球等17个项
目，共有73个市直机关的7200多
人参加，是市直历届职工运动会
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

次。
开幕式上，一场名为《中原腾

飞》的大型文体表演，彰显出郑州
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性，展现
出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随着铿锵有力的第九套广
播体操音乐响起，来自市直各局
委的干部职工，以英姿勃发的朝
气，整齐划一的动作，唱响《青春
的旋律》；由各参演学校带来的
《舞动梦想》啦啦操、体育舞蹈表
演，体现了郑州市群众体育的蓬

勃生机；在悠扬的乐曲中，健身爱
好者手持飘舞的彩扇，舞出对郑
州绚丽未来的憧憬；来自登封的
功夫小子用势如破竹的《少林雄
风》表演，充分展示了少林武术的
神韵和中原文化的风采。市长程
志明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市直机
关各单位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开展各具特色、形式多样
的体育活动，充分发挥体育活动
强身健体、增进交流、促进和谐的
积极作用，营造健康良好的机关

工作氛围，推动了机关工作的全
面开展。举办这次运动会，对增
强干部职工身体素质、活跃干部
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和谐机
关建设、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希望大家切实增强文明意
识，在比赛中相互学习、加强团
结、增进友谊，发扬公平竞争、顽
强拼搏的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
平，进一步促进机关干部职工运
动健身常态化，凝聚全市上下奋

发向上的精神，引导全市人民为
实现“两个率先”、综合实力跨入
国内城市第一方阵发挥更大作
用。

8月 8日，运动会闭幕式暨
2016年全民健身日广场展演活动
在绿城广场举办，郑州市政协主
席王璋出席并宣布大会闭幕。运
动会取得了比赛成绩和道德风尚
双丰收，向全市人民展示了广大
干部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激发
了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下篇不忘初心，俯下身子办实事

凝聚力量，众志成城办大事

嵩山脚下，黄河之滨，古老而
时尚的郑州犹如中原大地上的一
颗明珠，“少林武术”则是那熠熠
光辉中为其增色的一抹亮光：禅
宗祖庭圣地、天下功夫故乡，使郑
州在世界的版图上也独一无二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的成功举办，也使得郑州
这座古老城市更显风姿绰约。

1991年，郑州市成功举办了
首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到今年已经整整25年过去了。25
年的发展对于少林武术节来说，

更是一次稳健发展、声名远播之
旅，吸引了全球五大洲不计其数
的武术爱好者前来参加、观摩。

“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更是形象
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和世界武
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经过历届
武术节的积累与沉淀，今年第十
一届少林武术节国际范十足，共
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96个
团队 23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本届武术节与往届相比，规
模更大、更国际化，对进一步扩大
少林武术的影响力、弘扬中华武

术文化、促进世界武术运动的良
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
用。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少林武
术节凸显了三个亮点，一是在外
联工作上实现了新突破，积极贯
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共
向境外团队和个人邮寄武术节规
程、邀请函等800多套，发送电子
邮件1500多封，坚持24小时轮流
值班，细致耐心解答境外运动团
队的相关疑问，并提供合理建议，
积极争取其参赛。经过艰苦努

力，超额完成邀请任务。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参
赛，在国家数量和人员规模上均
实现了新突破。二是武术竞赛呈
现完美。武术竞赛于10月17日
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体育馆开
赛，所设项目中既包含具有少林
特色的项目，也有太极、八卦、形
意拳等多个流派，充分显示出武
术节的包容性。此外，还设立了
器械和对练项目，为中外武林高
手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交流切磋的
平台。10月20日专门举办了“名

人名家优秀运动员展示”，少林门
派名家、传统拳师、武术节冠军团
队及运动员为大家展示了一场高
水平的武术表演。名人名家武术
展演成为本届武术节又一大亮
点。三是职责明确、安排科学，接
待服务细致周到。接待中着力突
出了治安保卫、食品卫生和交通
安全三方面的管理，做到了细心
服务、耐心服务、贴心服务，接待
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团队的一致好
评。

震全球，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璀璨夺目

2016年是奥运年，奥运会的
烽火第一次燃起在南美大陆。北
京时间8月14日，注定了是郑州
体育人扬眉吐气的一天。先是男
子蹦床的卫冕冠军、郑州小伙子
董栋以一套高难度的动作征服了
现场观众和对手，夺得银牌。紧
随其后，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
团体追逐赛，郑州市运动员敬亚
莉、赵宝芳在河南籍名帅王鸽的
率领下荣获第七名，创造了中国
队在奥运会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
成绩，改写了中国场地自行车女
子中长项目新的历史。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
铜牌开始，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
圆梦夺金，再到里约奥运会摘得
银牌，三届奥运会之旅，金、银、铜

三枚奥运会奖牌，董栋成为在奥
运会上获得奖牌最多的蹦床运动
员，同时也成就了“中国蹦床第一
人”。赛后，董栋在混合采访区见
到来自家乡的记者，激动地说，

“我可是正宗的郑州人啊！我爷
爷那一辈都来郑州了，我是土生
土长的郑州人！”对家乡的眷恋之
情溢于言表。2020年，他将年满
31岁，对于一名蹦床运动员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年龄，但
正如董栋所说，如果四年后再次
看到他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也
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说董栋
是延续辉煌，那么郑州运动员敬
亚莉、赵宝芳在里约奥运会就是
创造历史，两位郑州姑娘携手队
友最终获得里约奥运会场地自行

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的第七名，填
补了中国该项目在奥运史上的空
白。

其实，无论是奥运奖牌，还是
历史突破，对于郑州体育人来说
绝非罕见。谈起从郑州走出去的
体坛巨星，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
庆山如数家珍。其中最令人骄傲
的当数乒坛皇后邓亚萍，她是郑
州市体育局向上级输送的世界级
顶尖人才。继邓亚萍之后，绿荫
女将范运杰、网球奥运冠军孙甜
甜、举重奥运冠军李雪英、游泳世
界冠军李昀琦、游泳巨星宁泽涛
等一大批体育明星冉冉升起，璀
璨夺目耀体坛。历史永远不会忘
记，郑州体育人曾经取得的那些
骄人的战绩。

创历史，里约奥运赛场郑州健儿逞英豪

扬斗志，市直机关运动会激发城市动力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体育是
民生，体育是形象，体育是品位，
更是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知名
度的重要标志。秉承着这样的
理念，郑州体育人砥砺前行，在
提升郑州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
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目前，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已形
成“全年有主题、月月有特色、周
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的良好
格局。一是以国家法定节假日
和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社会影
响面广、内容丰富多彩、群众喜
闻乐见的体育活动。以“元旦万
人长跑”活动为引领，精心组织
和开展了羽毛球、武术、门球、毽
球等16个大项的大众健身赛事
活动，直接参加活动人数达10
万人以上，吸引近百万群众观
看，使市民共享了新年文化体育
大餐。二是以5月全民健身活
动月和8月8日全民健身日为契

机，与市属各单项体协共同开展
形式多样的比赛、健身活动及志
愿服务活动。先后举办了郑州
市家庭乐跑赛、第六届毽球锦标
赛、第二届河南省城市坐标定向
赛、2016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
会等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与市委宣传部等
部门联合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
活动。截至目前，今年已举办各
级各类群众体育活动200多项
次，市民喜闻乐见，参与度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发
展体育事业，首先要大力建设全
市的公共体育设施。如今城市
社区健身路径覆盖率100%，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全省率先全
面普及，全市89个乡（镇、办）实
施了乡镇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
达到了100%，其中荥阳市高山
镇、登封市君召乡、东华镇被国
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全国乡镇体

育健身示范工程单位”。建设了
新密市来集镇翟坡社区等8个
全民健身示范区，3个全民健身
示范园，还有3个示范园项目正
在建设中，对郑州市群众体育的
开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建立国民体质测定网络，倡
导健身科学化。针对各县（市、
区）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情
况，斥资为各县区配齐监测设
备。印制了20000余册健康宣
传手册，圆满完成了全市10000
人的监测任务，并及时收集、汇
总，分析测定数据，形成监测报
告，为郑州市编制《郑州体育事
业十三五规划》、郑州市《全民健
身计划2016-2020》提供了科学
依据。此外，健全了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三级全
民健身协调小组。目前，市级有
体育总会和25个已注册登记的
单项体育协会，4个行业协会和

6个人群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
总人数达2万余人。2016年开
展了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走基
层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从全
市选调30多名业务能力突出，

具备奉献精神的优秀社会体育
指导员走进各个群体，引领更大
范围的群众加入到科学健身队
伍中来。

惠民生，群众体育繁荣蓬勃

16年前，一个瘦弱的10岁
乡村丫头怯生生地站在李庆山
面前，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不谙世
事地盯着眼前这个将改变她一
生命运的人。“我看她练举重不
错，就让她跟着万春吧！”略微沉
思后，时任郑州市体校校长，现
任郑州市体育局局长的李庆山
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而这个决
定足以让所有河南人为之自豪，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赛场，这
个小丫头一举为河南填补了8

年来奥运赛场的金牌空白。她
就是奥运举重冠军李雪英。事
实上，这样的故事在郑州市体育
局并不罕见，为了发现人才、培
养人才，领导班子和教练团队堪
称下足了工夫。

对于体育事业而言，如果没
有成体系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因此，郑州
市体育局局长李庆山推出了三项
举措，以强化后备人才的及时发
现并科学培养。首先是用好政

策强化训练。根据《2015-2018
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工作意见》，对后备人才培养
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合理布
局，重点做好金牌任务分解、责
任落实、监督检查。其次是完善
四级训练体制。第一级为局属
训练单位（市体校、少儿体校、水
上基地等）和一股社会力量（塔
沟武校）；第二级为训练点，现有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2
所，国家中长跑单项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2所，省级单项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12所，市级单项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25所；第三级为
传统项目学校，现有国家级体育
传统项目学校7所，省级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63所，市级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143所；第四级为体
育俱乐部，现有国家级37个，省
级13个，经郑州市体育局审定
的体育俱乐部83个。最后是竞
赛和训练密切结合。2016全年
完成全市青少年竞赛18项次，

其中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16 项
次，举办了郑州市苗子运动员选
拔赛、田径训练测试赛等突出训
练重心的比赛和测试。还与市
教育局联合举办中小学生篮球、
田径等基础项目的比赛，通过比
赛选拔苗子160人。本周期共
完成在河南省确认及新注册人
数达6700余人。有了这个培训
体系作保障，2017 年全运会、
2017省运会预选赛、年度赛等
赛场上，郑州体育来日可期。

育苗子，后备人才培养卓著

抓机遇，着力发展体育产业

上篇

少林武术节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2016年元旦市领导和省市体育局领导一起参加长跑迎新年 城市坐标定向赛上冲过终点的选手 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上美女选手自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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