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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同拜人文始祖 华夏儿女共建精神家园

世界华人拜祖圣地
轩辕黄帝诞辰在农历三月初三，出

生、创业、建都在有熊（今新郑），统一天
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被尊为中华始
祖。民间自古就有“三月三，拜轩辕”的
说法，自春秋战国以来，炎黄子孙祭拜
先祖黄帝的仪式逐渐兴盛，唐代以后渐
成规制，延续千年。

最近 10 多年，来自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社团组织、姓氏宗亲会的华
侨华人代表，跋山涉水回到“心灵家乡”
参加黄帝故里拜祖盛典。每年的拜祖
大典现场，嘉宾的肤色不同、语言各异，
但一样的圣洁气氛，一样的景仰心情，
一样的虔诚神态，一样的澎湃激情，定
格成一幅幅撼人心魄的万流同源文化
归宗图景。

中华儿女心灵故乡
当前，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传

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怎样团结和凝聚中华儿女的智慧
和力量？

致力于弘扬黄帝文化的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
合找到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载体，为形成
中华文化新的繁荣推开了一扇广阔的
大门，也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爱国情

怀提供了一个重要载体。恭拜黄帝，使
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增
强中华民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独
特的重要作用。

开放创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现代的郑州是我国综合交通枢纽和

内陆对外开放的窗口。以郑州为中心的
全国“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初步成型，中
欧（郑州）班列常态化运行，让中原成为
中部亚欧大陆桥的新起点。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已开通国内外客货航线近 200
条，覆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河南自贸
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和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都以郑州为核心区。

日前，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指
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
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朝气的热土将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时也承载着
中原人民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

九项仪程隆重、节俭、有序
3月 30日上午 9时 50分，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将在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
举行。大典将沿用“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谐”的主
题，“隆重、节俭、
有序”。

大典仪程共
九项：盛世礼炮、敬
献花篮、净手上香、
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
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
中华、天地人和。

大典仪程结束后，
现场将全面向社会开放。

文化元素成最大“看点”
拜祖大典期间，第十一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一带一
路”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峰论
坛、“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等经贸活
动同时举行。

除此之外，还将举行一系列文化交
流项目：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一带一路”华人书法绘画作品邀请展、
第三届“根亲中国”微短片大赛、“老家
河南”文化周活动等，让嘉宾听乡音、叙
乡情、忆乡愁。

拜祖大典成华人世界文化名片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源地，是中华姓氏的主要发祥地，是全
球华人的祖根地。100个中华大姓中，

78 个直接
起源于河南。

自 2006 年以来，拜
祖大典每年都吸引数十万海内外华夏
子孙前来郑州寻根拜祖，已成华人世界
极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名片。

只要有网络人人可拜祖
今年拜祖大典特邀嘉宾涵盖五大

洲主要国家的华人华侨代表，包括“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华人社团的侨领

和侨商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奥
运冠军、先进英模人物代表，以及双创
突出贡献者、杰出代表等。现场拜祖嘉
宾90%以上为普通群众代表。

同时，大典还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报刊、网络等全媒体，突出运用微信公
众号、官方微博、手机游戏等新媒体，以
让更多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拜祖。

3月 30日，农历三月初三，

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在

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

郑州是河南省会，地处中华

腹地，古称“商都”，今为“绿城”，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和

世 界 历 史 都 市 联 盟 成 员 。

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

6000 年前的大河村文化遗址

是著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5000年前，中华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在这里肇造了中华文明；

3600 年前的商代城墙遗址至

今仍屹立在郑州中心城区。悠

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明，

禅宗祖庭少林寺、道教圣地中

岳庙、宋代嵩阳书院、中国最古

老的登封观星台，都是中华文

明史上的璀璨明珠。

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洛阳市田径体校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孟婷婷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
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明灿烂，物阜
民丰，而洛阳又是这块古老大地上一颗
最耀眼的明珠。她有着 5000多年文
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
建都史，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治国理
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迅猛
发展的洛阳经济相媲美的是，洛阳体育
事业也有着辉煌战绩，刚刚被命名为
“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的洛阳市田径体校就是其中的突出代
表。

虽在“深闺”人皆识
洛阳市田径体校成立于1998年 7

月，前身是洛阳市标枪单项体校，1986年
挂牌“国家标枪单项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后，洛阳投掷项目突飞猛进。该校现有
教职工17人，其中高级教练员2人、中级
教练员6人，初级4人，返聘高级1人，涵
盖田径所有单项。建校以来，该校田径
项目在河南省各级赛事中共获564枚金
牌，稳居全省前二位。该校向省田径运
动管理中心及省体校输送100余人，向
985、211院校输送学生千余人。在河南
省第十、十一届运动会上，该校获得田径
项目团体总分、奖牌第一名。特别是省
十二届运动会上，位列洛阳参赛19个大
项的金牌和总分第一名，受到了洛阳市
委市政府的表彰。

同时，该校还是 2009 年至 2012
年、2013年至2016年连续两个周期的

“女子标枪、跳跃”国家级奥林匹克单项
后备人才基地。2016年 9月，经过省
级复评、国家统评等一系列程序，2017
年 3月初，该校正式被命名为“国家重
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是河南
省唯一一所获得该殊荣的单项体校。
但志存高远的洛阳体育人没有满足，而
是乘势而上，今年年初又新创建“中长
跑、短跨”国家级奥林匹克单项后备人
才基地并获批，也是我省唯一一所拥有

“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和四个奥林匹克单项后备人才基地的
体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市委、市
政府、市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与关心，离
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更离
不开洛阳田径体校教职员工坚持不懈
的努力与合作。30年来，该校始终围
绕“体教结合、全面发展”的办校理念，
遵循“勤学、苦练、求实、创新”的校训，
充分发扬“为国争光、争创一流”的拼搏
精神，创办特色学校，培育特长学生，历
经艰辛，笃志办校，不断探索、创新、变
革，践行神圣的社会使命，锤炼了“任重
道远、砥砺致远”的事业精神，形成了

“勤学苦练、团结奋进”的育人文化，得
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
是“洛阳市文明单位”“洛阳市卫生单
位”“市体育系统先进单位”“市体育局
先进党支部”“河南省体育系统先进集
体”，获得“洛阳市突出贡献奖”“全国田
径优秀后备人才基地”等荣誉称号。

30多年来，洛阳田径体校为国家

和省市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而且不
仅仅限于田径项目。仅仅在本周期内，
该校输送的段静莉、马闪闪、王珊珊等
运动员就多次参加世界和洲际比赛，并
取得了优异成绩。段静莉在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赛艇单人双桨铜
牌，她还获得第十七届仁川亚运会双人
双桨冠军；马闪闪在2014年世锦赛上，
和队友合作获得自行车场地追逐赛获
得第六名。王珊珊在2015年女子足球
世界杯上，作为主力队员，获得女足第
五名。

瞄准创建不放松
体校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竞技体育

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创建“国家重点高
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是国家体育
总局推出的一项加强青少年体育业余
训练工作的新思路，也是洛阳体校实施

“品牌强校、特色兴校”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对此，洛阳市体育局高度重视，

把创建工作当作推进体校“办出田径特
色、培养竞技品牌、突出训练实效、造就
田径人才”办校目标的推进器和有力抓
手，也使体校形成了内涵深厚的学校特
色文化。为了创建成功“国家重点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他们从以下三
个方面持之以恒，循序渐进。

1.用“高水平”的理念统一思想
全体教职工以《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为准绳，深刻理解认定办
法、认定条件，明确任务，并落实到日常
工作中。该校有完善的各部门训练制
度和计划，有教练员评聘和考核制度、
选材测试和训练监控制度、运动员进退
队、考勤、参赛、输送等制度，且规范齐
全；学校多年坚持对各项计划的检查，
有评比、有表彰、有总结、有批评，形成
良 好 的 运 行 机 制 ，齐 全 规 范 率 达
100%。并有详实的原始记录，输入微
机管理；体校每一位教练员均能自觉地
按规定的统一标准，拟订年度、阶级、周

训练计划及课时计划，且各种计划具有
一定的全面性、合理性、科学性，及时撰
写日小结、周小结、月小结、全年训练总
结，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品德优良、技能
精湛、意志顽强、作风过硬的“研究型”
教练员队伍。

2.用“国家级”的管理改善软硬件
创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体
校专门成立了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领导小组，做了大量创建
工作。一方面加大投入，优化配置。完
善了田径项目训练场地的设施设备，建
成具有全省领先、全国先进水平的训练
场地。体校2013年由西工体育场搬迁
至新区体育场中心副场，这里交通便
利、环境幽静、场馆设施齐全，多次举办
过全国大型田径赛事和省运会比赛。
另一方面科学管理，规范训练。体校建
立起一整套科学高效的训练管理制
度。通过对训练选材、训练计划、训练
质量、科研监控、参赛组织、赛后统计等
有效管理手段，提高了训练管理的规范
性。在体教结合上，体校也齐头并进，
相得益彰，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注重加强
运动员文化课学习。运动员全部在市
属学校就读，对运动员的文化课成绩进
行重点跟踪。

3.用“争上游”的精神聚集能量
构建一套全新的训练、教育理念，

确定一个科学的奋斗目标，是办好一所
学校的关键。与其他体校一样，洛阳体
校也存在着体校教练员队伍的结构现
状在一定程度上与快速发展的竞技体

育形势不相适应的现象，特别是运动员
输送渠道狭窄、教练员编制不足，都制
约了体校的快速发展。但洛阳体校从
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入手，进一步推进
教练员培养工作，使之符合“基地”建设
的各项要求，从而为学校的快速健康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个树立”——树立一个指导思
想:学校将始终坚持“为国家培养优秀
体育后备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将德育
教育工作放在首位，以科学训练为核
心，创新机制，培育市场，拓宽渠道，形
成“招得进、留得住、教得好、送得出”的
质量效益型的办学特色，实现学校跨越
式的发展。

“一支精干”——造就一支政治强、
业务素质高、思想观念开拓、有强烈事
业心、责任心的精干队伍：只有看准了

“人”，用对了“人”，事业才会有发展，工
作才会有起色。因此，培养造就一支精
干的管理队伍和教练员等人才队伍是
《基地》生存的关键。

“一批人才”——培养一批后备人
才。创建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培养体
育后备人才”。学校是世界冠军的摇
篮，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输送
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为国争光。洛阳
体校，坚持把“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科
学训练”作为学校的指导思想，把特色
项目抓实、抓好，力求为国家和省市多
培养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使学校的
发展方针搭上了国家和省体育部门长
远发展的顺风车，也使学校的各项事业
驶入了快车道。

▲国家专家组有关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
◀志存高远的教练员、运动员

奥运会赛艇铜牌获得者段静莉 中国女足主力队员王珊珊 设施齐全、宽敞明亮的室内训练房

洛阳市田径体校训练场洛阳市田径体校训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