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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撑起河南体育半壁江山
郑州，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河南省

省会。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在中
原崛起的大背景下，郑州焕发着勃勃生
机，不但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而且日益成为在全国都颇具影响的现代
化都市。

在郑州市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突飞
猛进的同时，郑州体育成为一个耀眼的
亮点。

邓亚萍、孙甜甜、李雪英、董栋、宁
泽涛、李昀琦……这些闻名遐迩的郑州
籍奥运会、亚运会冠军，为我国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人们不
禁要问，体育明星为什么能在郑州这块
沃土上茁壮成长？

“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单位”、“省级

文明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活
动优秀组织奖”、“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
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2011
年以来，郑州市体育局荣获市级以上奖
励 23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部级 4 项、
省级 8 项。人们不禁要问，全民健身为
什么郑州一直独领风骚？

2013年 8月 31日，郑州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庆山作为先进单位代
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受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人们
不禁要问，如此殊荣为什么花落郑州？

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忠于使命，敢
于担当，努力实现体育强市伟大梦想，
这就是郑州体育人给予的答案。

“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共有 4 位郑州体
育人拿到过 7 枚金牌。他们分别是 1992
年巴塞罗那和 1996 年亚特兰大两届奥运
会乒乓球女单、女双冠军邓亚萍，2004 年
雅典奥运会网球女双冠军孙甜甜、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女子 58 公斤级举重冠军李
雪英、男子蹦床冠军董栋。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郑州姑娘李雪
英在女子举重 58 公斤级比赛中以总成绩
246 公斤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并打破奥
运会纪录，成为河南省所有参赛选手中唯
一一位金牌获得者；郑州小伙李昀琦和队
友联袂获得 4×200 米自由泳接力铜牌，这
是中国男子游泳集体项目第一枚奥运会
奖牌，其含金量不逊于一枚金牌；从郑州
市体校走出去的选手董栋，以精湛的技艺

夺得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单人
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一枚宝贵
的金牌。

而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 2014 年南京
青奥会上，来自郑州的李亚各是唯一参赛
的河南队员，他代表中国参加 52 公斤级
散打比赛，为河南赢得青奥会第一块金
牌。中国散打队在主教练、郑州塔沟武校
总教练刘海科的率领下，在女子 52 公斤、
男子 60 公斤和 70 公斤级的决赛中均战胜
对手获得第一名，将青奥会武术散打项目
的 4 块金牌收入囊中。

2013年 10月，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上，郑州选手宁泽涛在男子自由泳 50米和
100 米两个项目上收获“双金”又一次向世
人展现了强劲的实力；李昀琦则在男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摘得一金。
2013年 9月在辽宁举行的第十二届全

运会，河南省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收获
了 14.5 枚金牌，位居全国中西部前列。其
中，以宁泽涛为首的郑州籍选手发挥极其
出色，一举拿下 8枚金牌，还打破了两项亚
洲纪录和一项全国纪录，又一次起到了河
南省体育事业排头兵的引领作用。在本届
全运会中，游泳选手宁泽涛两次夺魁并打
破两项亚洲纪录；自行车运动员敬亚莉、赵
宝芳完美摘金；跆拳道选手郭耘菲如愿夺
冠；武术选手李新杰散打称霸；河南青年女
足夺冠阵容中 9名选手来自郑州，其中有 7
名是绝对主力；加上李雪英伦敦奥运会夺
冠带来的一枚金牌，郑州健儿摘得的金牌
占据了河南代表团在全国十二届全运会获

得金牌总数的大半壁江山。
在稍早的 2011 年南昌全国城市运动

会上，郑州市共夺得 11 枚金牌、12 枚银
牌、14 枚铜牌。奖牌总数在参赛城市中
排名第九位，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六位。
所获金、银、铜牌首次突破两位数，创造了
历次参加城运会的最佳成绩。

在与河南省内各兄弟市的竞争中，郑
州始终处于河南省竞技体育的领先地
位。河南省第十、十一届运动会上，郑州
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均高居各
代表团之首。2014 年，河南省举办第十
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截至
9 月 12 日，郑州代表团金牌总数、奖牌总
数和总分三项仍是第一名。

郑州健儿为何能在国内外的赛场上

屡建奇功？郑州竞技体育为何又能始终
保持在河南省的领军地位？根本原因在
于他们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魄力以及扎实
的业余训练体系。伦敦奥运会冠军李雪
英 10 岁时，被郑州市体校教练万春慧眼
相中，将其从舞钢带到了郑州市体校。现
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庆山当时正任体校
校长，“我们相中李雪英，是因为她的姐姐
李雪久就是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李雪英应
该也具有她姐姐那样的举重天赋。”李庆
山说。当时李雪英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很
有可能因为交不起学习和训练的费用而
辍学。考虑到这一情况以及李雪英的自
身潜力，李庆山就与其他校领导一起商议
后，决定免除其在体校训练的全部费用。
这无疑解决了李雪英的后顾之忧，让她能

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郑州市的业余训练和人才培养，以郑

州市体校为龙头，带动县、市业余训练，充
分发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民办学校、体
育协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各训练点的
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
式培养后备人才的格局，形成了较完善的
训练体系。正因如此，郑州体育国内外竞
技赛场上演绎传奇才变得顺理成章。

最近，又一个好消息传来。2014 年 9
月 10 日，第十七届仁川亚运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国家体育总局召
开，在 897 人的大名单中，河南共有 28 名
运动员将参加 14 个大项 28 个小项的角
逐，其中郑州共有 9 名优秀年轻选手参
加，多人具有夺金实力。

竞技赛场上，郑州健儿创造辉煌；健身舞
台上，郑州群体百花齐放、多姿多彩。他们每
年举办市级以上活动达 140 项次，形成了每
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假日掀高潮、全年不
断线的健身氛围。“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我幸福”，已成为郑州市民的共识。

全民健身在郑州深得民心。每天从早到
晚，无论是公园、广场还是街道、社区都能看
到参加全民健身运动人群忙碌的身影。长
跑、广场舞、毽球、秧歌、空竹、武术……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类运动项目构成了全民
健身的“郑州元素”。如何引领更多市民群众
科学地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摆在了郑州体
育人的面前。他们在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基
础上得出结论：有活动就会有拉动。以体育
活动为载体，就能够牵引全民健身。活动需
要时间。他们几经探索找到了突破口——

“假日体育”。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工作日，又
能让老百姓健身欢度假日，深受人们喜爱，众
人踊跃参与。

从此，这种“假日体育”已成定律，雷打不
动，经久不衰。每年元旦，绿城广场上，必会
上演万人长跑的大戏。每年春节，“体育拜大
年，武术贺新春”等系列迎新春全民健身活
动，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五一、十一期
间，各种比赛活动从未间断。这些活动，既丰
富了假日精神文化生活，又增强了体育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

以赛事促健身，更是郑州体育人的拿手
好戏。开展“五个百万人群”健身活动，先后
成功举办“市民自己的运动会”——郑州市运
动会、郑州市县（市、区）领导干部运动会、首
届农民运动会、郑州市直属机关运动会、百万
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等数届赛事，形成了
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比赛、月月有高潮、全年
不断线的健身氛围。

抓好全民健身工作，组织体系建设至关
重要。郑州市县两级政府都成立了全民健身

工作领导小组，100%的乡（镇）、街道办事处
成立了相应的群众体育工作组织。各成员单
位充分发挥了组织优势、载体优势、资源优势
和人才优势，保障和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
广泛开展。

2012 年至今，郑州市健全了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三级全民健身计划领
导小组。拥有体育俱乐部的社区达到 364
个；市级有体育总会和 22 个单项体育协会，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49 个，其中国家级 32 个；
登记在册的城市社区、行政村的晨（晚）练点
达 2000 余个。这些协会和俱乐部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使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体
育爱好者们，时时享受着多元化的体育盛宴。

郑州市还先后制定下发了《郑州市群众
体育组织建设工作评先奖励办法》、《郑州市
健身指导站管理办法》、《郑州市优秀健身站
点评选办法》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为全市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立国民体质测定网络，倡导健身科学
化。2011 年，郑州市依托市测试中心建立体
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实现资源共享、人
才共用，并同时给所辖 14 个县（市）区各配备
了监测器材，各县（市）区及时建立了“体质测
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点）”。

全民健身骨干队伍加快发展。2012 年
成立了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并制定
了《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工 作 规 划（2011—
2015）》。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逐年增
长，总人数达 15000 多人，还成立了郑州市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总队，因工作表现突出，2013
年被郑州市文明办评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基层群众体育大放异彩。2014 年 8 月，
郑州市观摩学习了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
范区”试点单位上街区五云中心社区在群体
活动开展、体育设施建设、健身指导站、健身
俱乐部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等“五个
一”方面的工作措施及效果，明确了社区体育

工作的标准，为抓好社区体育工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如今，各县（市、区）均有千人以上健
身指导站，不同项目、不同人群参与健身的指
导站遍布城乡。

据统计，各县（市、区）打造特色健身活动
24 个，覆盖率达 100%；县级以上举办全民健
身运动会的覆盖率达 100%；乡（镇）、街道举
办全民健身运动会有 124 个，覆盖率达 72%；
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有 1000 多个行政村参
加，参与率达 65%以上；截至目前，少林拳进
课堂已在全市小学普及，开展习练的学校达
到 942 所，参加习练的学生共计 42.3 万人。
该项工作多次受到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
报的肯定；社区趣味篮球运动会已在社区广
泛开展，省，市各级媒体纷纷争先报道。

精品群体赛事好戏连台。近四年，郑州
市各项精品群体赛事开展的红红火火。2012
年成功举办了第九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共有来自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5 个团队、
1527 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规模和参赛人数、
国家及地区数量均超过了第八届，再创历史
新高。武术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参赛的
外国朋友充分领略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被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称赞为“最精彩的一届
武术节”。郑开国际马拉松赛每年举办一次，
每届参赛选手均达数万人，已成为一张耀眼
的城市名片。世界斯诺克巡回赛郑州公开赛、
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国际奥委会主席杯全国
百城市自行车赛（郑州赛区）、中国龙全国业余网
球赛和羽毛球“谁是球王”海选赛（郑州站）等众
多大型赛事，吸引了广大群众。

一花绽放不是春，百花开放春满园。“我运
动、我健康、我快乐、我幸福”的健康理念深入到
每一位绿城市民的心中。作为体育职能部门
的郑州市体育局功不可没，而多年来连续获得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全
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正是
对辛勤工作的郑州体育人最好的褒奖。

大力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
增强体育公共服务能力，让体育惠民、利
民，让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能享受到体育
带来的健康，是郑州体育人不懈追求的梦
想之一。

完善全民健身工程，构建市民“十分钟”
健身圈。早在 2005 年，郑州体育人就制定
全民健身工程建设计划并得到市政府批准，
连续 3 年总计投入 1200 万元，在城市社区和
广场修建了一大批健身路径和健身园。截
至目前，郑州市共建有 1581 条全民健身路
径，18279 件健身器材，覆盖了城市每个社
区，较好地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健身需求。

让广大农村拥有像城市一样的体育健
身场所，广大农民朋友也享有最基本的体育
健身权利，体育部门责无旁贷。目前，郑州
市所有行政村农民健身工程已全部完成；乡
镇体育健身工程实施了 55 个，达到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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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委、市政府从 2010 年开始，连续

两年将加强全民健身工程的维护列入为民
办理的“十大实事”中，投入 900 多万元共维
修健身器材 1099 件、更新 4857 件，为全民健
身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保障。2011 年，郑州市
体育局被市政府评为年度“十大实事办理先
进单位”。

人人要健康，任重而道远。具有强烈
危机感的郑州体育人，今年正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指示要求，着手编制规划、描绘蓝
图。坚信不久的将来，郑州的体育软硬件
建设，必与郑州都市区建设并驾齐驱、比翼
齐飞！

竞技赛场——南征北战佳绩连连A

B 群体舞台——百花争艳多姿多彩

D 公共服务——以人为本唱响未来

奥运冠军李雪英奥运冠军李雪英 奥运冠军董栋奥运冠军董栋 奥运铜牌得主李昀琦奥运铜牌得主李昀琦 全运会冠军宁泽涛全运会冠军宁泽涛

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庆山笑迎郑州籍运动员凯旋郑州市体育局局长李庆山笑迎郑州籍运动员凯旋

广场舞吸引了众多的健身爱好者广场舞吸引了众多的健身爱好者

工作人员正在精心检修健身器材工作人员正在精心检修健身器材

像这样的健身
场面在郑州城乡随
处可见本版文图均由郑州市体育局提供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老以
后，最宝贵的是健康长寿，这也是晚辈们最期盼
的心愿。郑州体育人浓墨重彩渲染“积极老龄
化、健康老龄化”这个主题，始终把老年人作为
全民健身的主力军，坚持政策驱动、活动拉动、
宣传鼓动、上下联动，搞得风生水起，晚霞满天，
绚丽多彩。

给钱给物不如给政策。有了政策支持，抓
好老年人体育工作就会有依据、有信心、有底
气。郑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为做好
全市老年人体育工作提供了政策保证。紧接
着，郑州市所辖县（市）区都相继出台了本级的
实施意见。

有政策就会有作为。在 2013 年前，全市只
有 4 个县（市）区有健全的老年人体育协会组
织。2014 年以来，他们重点抓好老年人体育协
会组织建设。截至目前，全市所有县（市、区）都
建立健全了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中原区、荥阳
市、中牟县、郑东新区已经实现了乡（镇）办全覆
盖，多数县（市）区实现了“四有”（有组织、有人
员、有阵地、有活动），“四落实”全部到位（办公
地点落实、工作计划落实、活动经费落实、指导
评估落实）。

活动就是载体。有活动就会有拉动，有拉
动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生命力。“黄河杯”
全国门球邀请赛是郑州市规格层次较高、规模
影响较大的一项传统品牌赛事，历届市委、市政
府都非常重视。2013 年第二十四届比赛，来自
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 104 支代表队、1200 多名

运动员参赛，共进行 423 场激烈紧张的比赛，各
大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对树立城市形象、提升
城市知名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们还利用各种节假日等重大时间节点，
大力组织开展上规模、有影响的大型体育活
动。在全民健身日组织千余名老年人进行广场
舞和健身秧歌表演，带动全市 10 万多老年人参
加各种主题活动。在我国首个老年节，举行健
步走活动，带动全省 99 万人参加。其他如“迎新
春”气排球比赛、“红红火火过大年”门球比赛、

“三八”女子门球赛、“庆五一”毽球比赛、“庆国
庆、迎重阳”气排球比赛等都吸引了大量老年人
参与，甲 A、甲 B 门球联赛已成为郑州市老年人
体育的品牌赛事。

因地制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就近就便，
是郑州抓好老年人体育工作坚持的原则。他们
支持和引导各县（市）区举办具有地域特点和项
目特色的老年人体育活动，逐步形成了一市一
品牌、一县（市、区）一特色、一乡镇（街道）一亮
点的老年人健身活动格局。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
英元帅这首著名的诗句，如今已成为郑州老年
人体育工作的真实写照。众多老年人健身热情
高涨，在竞技场上激发出永不枯竭的青春活
力。2011 年 10 月，河南省第十一届老年人运动
会，郑州代表队夺得金奖。2013 年 8 月，郑州组
队参加第二届全国老年人健身大会，获得 13 个
团体优胜奖、10 个个人优胜奖，为河南取得全国
第一名的好成绩作出了贡献，省体育局为他们
颁发了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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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郑州市老年人晨练一景

第十二届河南省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巡礼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