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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全运会跆拳道冠军郭耘菲

创建国家高水平基地动员会

业余体校的小队员们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锟

位于郑州市健康路的河南省体
育场是河南省竞技体育的发源地，见
证了河南体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过
程。坐落在这里的河南省体育场业
余体校更是始终把业余训练放在各
项工作任务之首，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把
为我省体育事业选拔苗子、输送人才
作为最高目标，在激励机制、人才交
流等方面不断创新，探索业余训练发
展道路，经过数十年来的努力和积
累，训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
是2016年度，该校业余训练工作整
体推进，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工作进展顺利，竞赛及输
送成绩较好，暑期培训工作创新高，
于2017年3月初顺利获批。

一、历史悠久 战绩辉煌
河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成立于

1960年，是河南省体育局唯一直属
业余体校，承担着为我省培养和输送
优秀青少年体育人才的重任。学校
占地面积 4.9万平方米，设有室内游
泳馆、篮球馆、乒乓球馆、综合训练馆
等训练场地，配备有器械训练房、科
研医疗室等专业设施设备。建校50
多年来，以创建优势运动项目、打造
优质业训品牌为重点，充分发挥地域
优势、资源优势，培养了许多体育后
备人才。2001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
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2007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残联授予
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先进单位”，
2008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多名教
练员被原国家体委授予优秀教练员
称号。曾培养出奥运网球冠军孙甜
甜、亚洲跳远冠军黄庚、亚洲游泳冠
军王丹、亚洲跆拳道冠军郭耘菲、青
奥会网球冠军唐好辰、伦敦奥运会游
泳季军李昀琦、世界游泳锦标赛冠军
宁泽涛、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杜威等大

批优秀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目前开

设项目包括：游泳、网球、篮球、乒乓
球、足球、跆拳道、击剑等近 10 个。
学校共有教练员 13名，其中包括高
级教练员4人，中级教练员4人。

二、设施齐全 保障得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

保证训练成绩，首先必须在硬件建设
方面下功夫。为保障各项目训练要
求，省体育场不断优化训练环境。学
校游泳馆，建筑面积5862平方米，有
两个标准游泳池，天棚自然采光，分
东西两个进出口，东进出口主要用于
群众游泳健身，西进出口主要用于体
校队员训练，内设冷暖空调，专业人
士监控调试水质水温，能达到国际比
赛训练标准。学校篮球馆，建筑面积
7800平方米，馆内为圆形环绕座席，
可容纳 5000余人，用于篮球人才的
培养训练，也可承办多种室内项目的
体育比赛。乒乓球馆，使用面积722
平方米，室内采光自然，设有可折叠
高品质乒乓球台 15张，为培养国球
人才提供了专业的训练场地。即将
建成的网球馆，建筑面积 3 万平方

米，包括标准网球场地 6块，辅助用
房及配套设施齐全。此外还包括羽
毛球场地约 1200平方米，设有 9块
标准场地，跆拳道、击剑场地各1000
平方米。

在科研医疗方面，省体育场购置
了一批专业的科研医疗器材设备，依
托体科所专业科研人员，建立健全了
运动形态机能、生理生化指标、大纲
测试等一系列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和
分析，对重点运动员的成长规律、身
体机能等特征进行有效监控，进而实
现有效的科学选才、科学训练，保障
训练效果，提高成才率。

三、业训为上 常抓不懈
近年来，河南省体育场领导班

子高度重视体校的建设和发展，始
终将业训工作作为体育场三大任务
之首。为突出办学特色，学校提出

“三个结合”，即将自评促建与日常
工作紧密结合，与规范管理紧密结
合，与提升办学实力有机结合,切实
加强体校的内涵建设，努力从各个
方面提高体校的业训工作水平。创
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是省体育场近些年主要抓的一件大

事，通过对“基地”认定办法的深入
理解和贯彻执行，使学校愈来愈体
会到，抓好基地工作，不但是提高人
才效益和质量的保障，更是学校走
向良性发展的基础，并在今后的日
常管理中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
从“突击式”向“常态化”转变；二是
从追求形式向注重内涵转变；三是
从编写资料向积累资料转变。最后
形成“三化”：即训练过程管理的常
态化、训练管理的科学化和人才效
益的最大化，进而开创业训工作新
局面，推动该校向办学特色鲜明突
出、业训科研能力不断提升的良好
态势发展，争取多出苗子，多出人
才，为河南体育事业作出贡献。

省体育场以“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的要求为工作标准，通
过加强管理，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服
务质量等具体措施，在日常训练、夏
季培训、服务保障中不断细化工作，
分解任务，明确责任，这其中教练员
激励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性
甚高的教练员为了确保高效率高质
量完成教学任务，与各地市加强合作
与交流，挖掘苗子，吸引人才，培养、
储蓄、输送人才，省体育场业余训练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良性循
环。

学校为了提高管理水平，还制订
了细致翔实的《创建基地工作方案》，
按照“基地”的创建标准从日常训练
抓起，科学训练，科学育才，努力完成

“选苗子、输人才”的核心目标。同时
做好各类别材料积累、整理、归档，邀
请专家进行指导，赴先进体校学习借
鉴，完善责任分工，落实责任人，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监督落实，较好完成
了“基地”申报准备工作，最终保证了
创建工作的圆满完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数十年的
艰苦奋斗，换来了今天的桃李满
天下。省体育场业余体校输送的运
动员中，最著名的是宁泽涛。他师
从该校郭红岩教练，后进入海军队
跟着叶瑾教练，并成长为世界级名
将。2013年全运会，他独得男子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两枚金牌，改写
了河南全运会游泳金牌零的纪录。
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他获得50
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4×100米
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4枚金牌并多次打破亚洲和亚运会
纪录，成为这届亚运会上最耀眼的
明星；在 2015年俄罗斯喀山世界游
泳锦标赛上，宁泽涛又力克欧美众
多高手，获得男子 100 米自由泳冠
军，成为亚洲短距离自由泳选手登
顶世界大赛的第一人，为祖国争得
了极大荣誉。

最近5年，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取
得好成绩的还有女子跆拳道名将郭
耘菲。她师从曹希芳教练。在2010
年和 2014 两届亚运会上连续获得
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金牌，2015年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跆拳
道67公斤级比赛冠军。此外她还获
得了 2013年全运会的冠军，目前她
正为蝉联全运会冠军进行刻苦训
练。

除此以外，最近几年成绩出色
的运动员还有李昀琦、李宇森等。
他们也先后获得了世锦赛和奥运会
的铜牌、全运会亚军、全国冠军等优
异成绩。同时，体校的小运动员们
也在全省各级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
大潜力。

但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未来的挑
战正向我们走来。下一步，省体育场
将以“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成功创建为新的起点，全力做好
新周期业余训练工作。坚持“以评促
建”“以评促转”，根据新形势、新要求
完善制定体校内设岗位职责，教练员
量化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日常
管理和教练员制度约束，抓好赛风赛
纪。加强与各地市的联系，取长补
短，做好运动员交流工作。抓好以赛
促训，通过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历练
队伍，练兵选材，检验训练成果，争取
在新的训练周期里培养选拔出更多
优秀人才，为河南省体育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宁泽涛回母校看望恩师郭红岩教练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河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

奥运冠军孙甜甜回母校看望启蒙教练宋洁

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今日郑州新郑隆重举行

全球华人的拜祖圣地 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
“三月三，拜轩辕”。丁酉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今日在郑州市新郑

黄帝故里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各界嘉宾亲临盛典，拜谒轩辕黄帝，

共建精神家园，祈福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今年大典还在中国香港、台

湾、澳门和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

尼设立5个分会场，满足华人华侨献

礼敬拜的愿望。

自2006年以来，郑州市新郑黄

帝故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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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新郑黄帝

故里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的拜祖

圣地，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

万名嘉宾：跋山涉水寻根拜祖
今年大典主拜人由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许嘉璐担任，主题仍为“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谐”。来自世界五大洲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商会、基金会、宗
亲会、同乡会、客家人联合会等代表出席
大典，嘉宾总规模近万人。

全球华人：点击直播同步敬拜
大典现场新闻和图片以16种语言在

全球5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网
站上展示，真正实现全球化新闻传播。大
典还邀请到国内外60多家网络新媒体进
行直播和报道，包括“中国视频直播王”映
客、花椒直播、水滴直播、斗鱼直播、新蜂
映画、烧包直播等，以及身边客户端和梨
视频、冬呱视频直播平台。

同时，今年大典还首次整合了中国互
联网“出海第一品牌”APUS，向全球10亿

用户推送相关新闻，网友仅需一部手机就
如同置身大典现场，共同敬拜先祖黄帝。

黄帝故里：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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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家园”参加黄帝
故里拜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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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突破：大典盛况全球传播
突破一：中央媒体、河南省媒体及海

外权威华文媒体均结合自身特点，策划专
题、专栏，报道大典各项筹备工作。

突破二：在郑州市区主要窗口营造大
典氛围。从新郑国际机场到达大厅到郑
州高铁东站出发到达大厅，从郑州火车站
东西广场到郑州二七广场，从郑州主干道
阅报栏到郑州机场高速收费口等，连续播
出 30秒大典宣传片。郑州市所有饭店、
商场、宾馆、金融场所的 LED显示屏，推
送大典30秒公益宣传片。

突破三：打通屏幕界限，实现从大屏
（电视）到小屏（手机）再到新媒体直播及

网络宣传的立体化覆盖。

开放创新：迈向国家中心城市
在拜祖大典的见证下，郑州发展日新

月异，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今天
的“商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里是我国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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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