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与量——

从单一到多样

大与小—— 从月亮到群星

取与舍—— 从黑点到亮点

一块杂草丛生的废弃地，如今成了儿童
的乐园、欢乐的海洋。6 月 26 日 11 时 40
分，在许昌市清潩河游园一处新完工的儿童
游乐场里，4岁的小佳妮在卡通滑梯上爬上
爬下、笑声不断，母亲赵维娟的脸上洋溢着
幸福。

“我是洛阳人，来许昌探亲的，没想到许
昌街头有这么多儿童游乐设施，还能免费向
市民、外地游客开放，实在不简单。”赵维娟
坦言，在外地，许多儿童游乐设施都是收费
的，她每次带孩子出去都要花上一二十元
钱，在这儿都是免费的，孩子玩了这个玩那
个，高兴得连饭也不想吃了。

昔日废旧坑塘，今成人工泳池。许昌市
利用饮马河水源，在东城区开辟了首个免费
人工泳池，池壁为花岗岩，底部铺设鹅卵石、
沙子，附近设有更衣室和洗手间，并有专人

看管。到了夏季，每天来这里的游泳者数以
百计。

如何充分利用学校的体育场地和城市
闲置地块打造健身场地，让市民群众享受城
市发展带来的福利？许昌市以魏都区为试
点，先行先试，踏上了探索之路。

2016年 5月 1日，魏都区投入了900多
万元，保障首批 10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和设
施免费向市民开放。截至目前，2万多名市
民办理了健身卡，到学校积极健身的近两万
人次。随后，他们在辖区内建设了 10个能
满足上班族夜晚运动需求的高规格灯光球
场、15个主题运动场，为辖区内所有社区配
备健身器材。

魏都区的做法得到了许昌市委、市政府
的充分肯定，并为全市“15分钟健身圈”建
设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标杆。

在“魏都经验”的基础上，许昌市瞄准群
众需求，贴近社区选择健身场地，大量利用
闲置地块或边角地块、插花地块及绿化档次
不高的街头绿地，重点选择篮球、乒乓球、门
球等大众参与度高的运动项目，彻底将脏、
乱、差的市容“黑点”变成城市管理的“亮
点”。

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他们还特别重
视在街头巷尾修建滑梯、木马、跷跷板、蹦蹦
床、攀爬墙等儿童游乐设施，这些设施大多
位于居民小区、游园、广场附近，方便孩子们
就近玩耍。

从收费到免费，从黑点到亮点，许昌加
大体育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使
之成为可观、可赏、可玩的宜人生态空间，让
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运动之乐，让城市更有温
度，更具人文情怀。

谋与为—— 从便民到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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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6月22日，记者从许昌市
发改委获悉，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公布了第二批双创示
范基地名单，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成功入围。

据悉，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共有92个，包括45
个区域示范基地、26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和
21个企业示范基地，我省仅有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与鹿邑县入围。

近年来，许昌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双创
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业带动
就业举措，在载体建设、机制创新、环境营造等方面同
时发力、强力推进，创新动力持续增强，创业活力不断
迸发，连续6次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先
后获得“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称号。6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入围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许昌市清潩河完成蓄水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6月24日晚，许昌

市民赵海军陪伴家人到清潩河畔游玩、散步。这里碧
波荡漾、垂柳依依，让他直呼家乡的宜居之美。而他
所不知道的是，正是各部门科学调度，将清潩河的蓄
水工作于6月18日晚提前完成，才使美丽的清潩河景
观又呈现在广大市民面前。

为保障市区安全度汛和清潩河部分工程的维修
调试工作顺利开展，6月5日，市河湖水系水源调度中
心对清潩河市区段全线放水，并于6月6日完成。

该中心对5个施工点派专人值守，24小时不间断进
行巡查，积极与各施工单位进行对接，及时掌握和督促
施工进度，要求其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建设、维修任务，
不影响清潩河的蓄水工作。蓄水期间，该中心安排值
班人员放弃双休日在蓄水地段值守，并定时报送水位。

清潩河关庄闸至祖师庙闸段蓄水量达280万立
方米。市河湖水系水源调度中心提前筹备水源，从北
汝河调配水源至石梁河，再入清潩河。由于各个工程
完工时间不统一，为了保证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蓄水任
务，该中心利用清潩河的各个控制性工程对其进行分
时、分段蓄水，既兼顾了各个工程的施工，又节约了蓄
水时间。6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有广场舞大妈跳舞的欢

乐广场，有年轻人健身的篮球

场、足球场和羽毛球场……从

许昌市区任一居民小区出来，

不出 15分钟，几乎都能找到

健身休闲的游园或绿地。这

就是当地致力打造的“15 分

钟健身圈”。

去年以来，许昌市先后建

设 126个公园、游园和广场，

沿市区3条河打造了82公里

长的“健身长廊”，免费开放了

多所中小学体育场地，使不同

年龄、不同群体、不同爱好的

市民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

需，其乐融融。

“建好‘15分钟健身圈’，

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特别

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许昌

市委书记武国定说，要以对人

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办好

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

实事，兑现向老百姓作出的庄

严承诺。

3.6万个座位的乙级体育场、1500个座
位的乙级游泳馆、1.5万平方米的全民健身
馆、2万平方米的展览馆……占地面积 759
亩的许昌市体育中心，选址在魏武大道以
东、许州路以西、新元大道以北、永宁街以
南，建成后将成为集竞赛、演出、会展，体育
训练、全民健身，奥林匹克文化交流和市民
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体育文化综
合体，成为许昌的又一地标式建筑。

既要有圆月当空，又要有群星闪烁。一
方面，随着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运营、
体育培训、体育传媒等相关产业迸发出巨大
活力，许昌市围绕这一巨大的消费需求，着
力谋划打造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标杆式场

馆。另一方面，他们将力量下沉，抓好群众
身边的体育设施建设，让老百姓真正从体育
事业发展中找到幸福感、获得感。

按照许昌市“十三五”期间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规划，到2020年，许昌市将实现市、
县、乡、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各个
县（市、区）建成开放式公共体育场、室外体
育活动广场、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游泳
馆“两场三馆”；每个乡镇建设两个以上标
准化足球场，至少 1个社会足球场；城市规
划区内所有街道、社区普遍建设多功能运
动场地、灯光球场、笼式球场和健身路径。
到“十三五”末，将实现城市社区普遍建有
体育健身站点，80%以上的行政村有体育

健身站点。
城市发展公共健身事业的底气，来自于

经济的快速发展。2016年，许昌市GDP完
成2353.1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居全省
第一位。全市GDP总量居全省第四位，经
济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发展越来越好，
让市民得以共享“红利”。

打造“15分钟健身圈”，是许昌市委、市
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诠
释。对于许昌市民来说，这不仅仅是参与一
场运动、投入一次比赛，更是一种深入人心
的生活方式、一项共同关注的民生工程。
站在全民健身的崭新起点上，许昌向着健康
之城、幸福之城的目标全力冲刺。6

许昌市域内异地就医
即时结算已开始实施

本报讯（通讯员 宋文峰） 6月 22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医保中心得到消息，从本月起，许昌市全面开
展参保职工和居民市域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业务。

“在过去，县（市、区）参保人员患病转诊到许昌市
医疗机构，或市直、县（市、区）参保人员退休后回我市
非参保地的家乡居住，患病住院治疗时，都需要自己
先垫付医疗费用，出院后带一堆单据报销，持续一个
月左右才能拿到报销的钱；个人社会保障卡在非参保
地医院、药店治疗或购药时也不能使用。如今，实施
市域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后，参保人员在我市范围内
就医、购药，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不用垫付，方便
了老百姓。”市人社局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说。

不仅住院费用可以即时结算，在定点医院的门诊
治疗和定点药店买药时，医疗费用也能刷个人社会保
障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直接结算。实施这种
办法，有效解决了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医疗费用报销
周期长、资金垫付多、经办监管难等问题。目前，已
具备全面开展市域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条件。6

健康步道

近日，位于许昌市东城区祖师办事处的许昌花育
花卉公司鲜切花基地内的荷兰观赏彩菊花开正艳，呈
现一派丰收景象。据悉，这里种植的荷兰观赏彩菊有
紫精灵、绿橄榄、白乒乓、草莓心等151个品种，畅销
北京、上海、广州等70多个城市。图为6月24日，工
人在鲜切花基地修剪待销的彩菊 牛原 摄

6月 26日，襄城县茨沟乡惠中种植有限公司近
千亩油桃进入成熟期，火红的油桃挂满枝头，满园果
香四溢，一派丰收景象。品质优良的油桃热销全国各
地，为基地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牛原 摄

“15分钟健身圈”的
幸福底色

6月 25日 19时 30分，家在许昌万丰
路北段中原新村小区的赵民军和老伴儿
徐芳吃过晚饭，像往常一样外出锻炼。

到了天宝路，他们沿着清潩河西岸平
坦、整洁的景观路向北步行了七八分钟，
就来到平安广场。这个广场南部装有太
极揉推器、上肢牵引器、室外漫步机、仰卧
起坐板等 10多种健身器材，前去健身的
人络绎不绝；中间是一个圆形小舞场，在
柔和的灯光下，伴随着一首接一首的舞
曲，一群大爷、大妈乐此不疲地跳着广场
舞；北部装有滑梯、木马、跷跷板等儿童游
乐设施，一群孩子正玩得不亦乐乎；北邻
的围笼式灯光篮球场上，一群小伙子或灵
敏地抢球，或轻快地投篮，恣意挥洒着汗
水。

赵民军来到广场南部的健身区，熟练
地拉动上肢牵引器锻炼。徐芳抬胳膊伸
腿，加入了跳广场舞的队伍。

“过去是健身场地无处寻觅，现在是
健身广场遍地开花。”68岁的徐芳说，以
前不仅健身场地少，健身器材也很匮乏，
只有单双杠、健骑机等两三类。现在去哪
儿都有运动场地，健身器材也增加到 10
多种。

对于新建的全民健身活动场地，许昌
市对建设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社区多功能
运动场，建设用地总面积在740平方米左
右，要具有篮球、5人制足球、气排球、羽毛
球、儿童轮滑等活动功能；户外活动中心，
配置50件以上健身器材的全民健身路径
园不少于1块，大众休闲健身广场面积在
2000平方米左右。在碧波荡漾、芳草如
茵的清潩河游园中，有 30多个健身小广
场、40多个围笼式羽毛球场，有网球场、
足球场，还有比较专业的轮滑场、高标准
人造沙滩。

6月中旬以来，记者多次探访清潩河、
天宝河、饮马河等水系绿带以及文峰游
园、南湖游园、鹿鸣湖体育公园等游园、公
园，看到一个个多功能运动场、羽毛球场，
排球场、门球场、网球场、儿童游乐场人流
如织，运动成为一种时尚——

喜欢健身的，抓起了太极揉推器、二
位蹬力器、单双杠等健身器材；喜欢打篮
球、羽毛球的，有上百处围笼式灯光球场
恭候；喜欢下象棋的，到鹿鸣湖游园等处
的固定棋盘展开厮杀；喜欢踢足球、打网
球的，呼朋唤友一展身手；跳广场舞、交谊
舞的，到游园广场运动流汗。

6月 26日一大早，市民杨晓亚和丈夫、
儿子一起，来到西大街与清虚街交叉口的德
科苑社区围笼式球场打羽毛球。

杨晓亚家在清虚街，离健身处不到5分
钟距离。今年年初，德科苑社区的健身设备
完装到位后，她和丈夫、儿子每天早上都到
这里锻炼1个钟头。她说：“最近，一段外地
广场舞大妈与篮球小伙儿争抢球场的视频
在网络上热传，许多人议论纷纷。这样的
事，在许昌绝对不会发生。单从这一点来
说，生活在这里就很幸福。”

两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彼时，随着
许昌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参与体育运动的
人越来越多，运动项目越来越丰富。但是，

由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利用率高，
专门供居民运动、休闲的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等资源稀缺，难以满足居民的健身需求。

当时，来自许昌市体育部门的城区体育
场地普查显示：市区健身场地面积不足37万
平方米，人均体育活动面积不足1平方米，而
这些场地面积都是来自学校运动场所，游园、
广场并没有体育场和综合性体育馆。

作为许昌城区核心区，魏都区拥有 50
万人口、84个社区居委会，由于历史欠账较
多，全区只有59个社区安装健身器材1274
件，有 25个社区没有安装健身器材；1274
件健身器材中有170件损坏，635件超出安
全使用年限，合格率不足一半。

面对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去年召

开的许昌市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市
体育中心建设，普及全民健身工程，实现社
区体育设施全覆盖，打造‘15 分钟健身
圈’。”今年，许昌市委、市政府预算总投资
1.2亿元，将打造市区“15分钟健身圈”列入
了全市“十件民生实事”，建设社区多功能运
动场、围笼式网球场、围笼式羽毛球场、围笼
式人造草坪门球场、围笼式排球场、围笼式
人造草坪七人制足球场、围笼式软质塑胶地
面儿童游乐场总数超过400个，构建覆盖市
区、惠及全民、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体
育设施服务体系。

一个个运动场拔地而起，一名名健身者
乐在其中，为魅力许昌增添了无尽的体育品
质、运动元素。

笼式篮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