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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昕 林娅莉

上世纪 80年代南阳没有大型综合体育馆，老
体育场是唯一可以举行体育赛事的地方。对此，
南阳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校长金晓辉记忆犹新，
他说：“老体育场有一个400米的跑道，可以举行田
径比赛。乒乓球场只有 12张台子，主要用于少年
儿童梯队建设，培养种子选手，几乎没有场地可以
接待市民锻炼。”

今昔对比，金晓辉感慨良多：“如今，不仅大型
体育场馆内设施齐全，还有 30多家乒乓球俱乐部
为市民提供运动场地，一部分学校也成立了自己
的球队，培养了一大批乒乓球爱好者。改革开放
以来，南阳的乒乓球台增加了 100倍，运动人数增
加百倍以上。”乒乓球台的变迁只是南阳体育基础
设施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一
些大型体育赛事的引进，南阳的体育场馆如雨后
春笋迅速发展起来。2003年 7月，白河岸边的南
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正式开工建设。体育馆总
建筑面积 18700平方米，馆内设观众席位 5880个
(其中无障碍席20个)，可举行省级或全国二类综合
性运动会和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手球、乒乓
球、体操、武术、拳击等国家或国际单项比赛。
2011年，为举办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南阳市在白河
上游河畔建成主体育场，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南阳
鸟巢”。主体育场主体建筑共5层，高度为45.3米，
核心建筑为一个可容纳 3.5 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及
附属设施。体育场主要包括一个由 400米标准跑
道和标准足球场组成的比赛场、观众席、辅助用
房、练习场地和检录处等。比赛场内设有8条椭圆
形跑道、10条直跑道，跑道内还可进行所有投掷项
目的比赛。主体育场可满足举办全国综合性和单
项国际赛事的要求，也可承办文艺演出及其他体
育文化活动。

目前，市、县（区）体育场馆建设步伐继续加
速。今年 7月，西峡文化体育中心迎来了开馆仪
式，新建成的体育中心面积15000平方米、层高28
米，整体呈椭圆形，室内容纳观众 4000人。该中
心恢弘大气，不仅成为了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也为
群众提供了更完善的体育服务。

截至目前，南阳已拥有高水平体育场馆设施
35个。实现了城市“15分钟健身圈”和社区、街
道、行政村和乡镇全民健身工程实现基本全覆
盖，并延伸至部分较大自然村，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超过 1.81 平方米。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每年投入资金 200多万元，
积极推动市县（区）两级公共体育场馆设
施面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年均服
务健身群众 100余万人次，免费培训未
成年人 2万余人，接待中小学生参观学
习3万余人次。

全民健身绽华彩

冬日，在老界岭滑雪度假区，雪上飞碟、雪上
滑车、狗拉雪橇等娱乐设施让游客们忘掉了冬天
的寒冷，感受到运动的魅力。这座占地面积3.5
平方公里的大型滑雪场是南阳近年来体育产业
发展结出的又一硕果。

近年来，南阳借助自然山水资源，倾力打造
野营、远足、登山、漂流、攀岩、滑雪、摩托车越野、
水上运动等户外休闲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吸引了
大批国内外游客，促进了体育旅游市场的开发。
目前，全市共有漂流经营场所7家、游泳经营场所
8家、滑雪经营场所3家，南召白河漂流、西峡鹳河
漂流、西峡龙潭沟旅游度假区先后被评为中国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景区）。

同时，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也日益活跃。南阳
利用一流的场馆，引进承办了全国青年跆拳道冠
军赛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大型体育赛事60多
场次；由企业赞助的河南天冠男排、河南赊店老
酒男篮主场先后落户南阳，并多次获得“优秀赛
区”荣誉称号。全国男子篮球联赛、中国男子排
球超级联赛、河南省业余足球冠军联赛、河南省
篮球联赛等高端体育赛事相继举办，全市群众年
均累计观看人数到达80余万人次，吸引激发200

余万球迷参与运动。竞技体育的综合功能
和多元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有效带动了
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助力了体育产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南阳体育产业不
断发展、方兴未艾，它将为南阳体育
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和机遇。

体育发展让城市充满动力，为
时代注入活力。40年砥砺前行，
40年岁月荣光，南阳体育已踏上
新的征程，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改革开放前，南阳只有一个业余体校，训练
项目不多，只在武术、体操、篮球等项目稍有优
势。到外地参赛都要临时组队，抽调各县的运动
员进行集训。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筹建了南
阳运动学校，这才有了自己的阵地，开展了篮球、
田径等一系列运动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
才。后来，又引进了赛艇、皮划艇、举重、柔道、摔
跤等运动项目，教练全部聘请省里的教练或是退
役的优秀运动员。”南阳老体育人王吉廉深情回
忆起改革开放以来南阳竞技体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南阳在竞技体育中群星璀
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南阳姑娘杨晓就获得
了女子赛艇项目的一银一铜。这是中国运动员
第一次在最高水平的奥运会赛场上获得划船项
目的奖牌。奥运会马拉松铜牌得主周春秀、世界
杯女子气步枪射击冠军陈融雪、中国第一个自行
车世界杯冠军冯永都在国际体坛书写了浓重一
笔。“十三五”以来，南阳市新增注册运动员1463
人，省级苗子运动员92人；向国家输送优秀运动
员 13名，省级以上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 63
名。参加体育竞赛获得世界冠军5个、亚洲冠军4
个、全国冠军19个、省冠军81个。南阳籍运动员
张馨予、王杰、刁晓娟代表国家参加了2016年里
约奥运会，其中张馨予获得游泳100米第四名；王
杰代表国家参加了2018年第十八届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亚运会；共有12名南阳籍运动员获得十三
届全国运动会5个大项的参赛资格，获得“参加第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贡献奖”；于何一参加世界捷
克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包揽U18男青年组单打、
团体、双打冠军，为我国、我省竞技体育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南阳体育后继有人。国家级、省级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持续加强，新周期国家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赛艇高水平后备人
才基地已通过省体育局检查验收，并得到充分肯
定；国家赛艇少年后备队成功落户南阳，使南阳
成为全国仅有的5个承建单位之一，并于全省率
先成立赛艇联盟，开展赛艇进校园活动。目前已
有15人进入国家青年赛艇队，参加国家级以上比
赛共取得金牌5枚、银牌2枚、铜牌4枚。南阳市
赛艇金牌教练刘刚受聘国家青年赛艇队主教练，
并进入国家精英教练员双百培养计划。以市体
育运动学校为龙头，以7所业余体校、138所体育
传统项目学校和29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龙身
的多元立体业余训练网络体系和青少年竞赛机
制初步形成。

竞技体育稳步前行

全民健身热情高 本版图片均为王昕摄

11月 23日，冬日午后的暖
阳铺满大地。在梅城空竹园，
20 多名老人下腰劈叉、弹跳

摆臂，大型空竹上下翻飞呼呼
作响。在“井底捞月”“鹞子翻

身”等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动
作中，老人们步伐轻盈、身
手灵活，举手投足中尽显青

春气息。68岁的何天林说：
“我们的口号是‘要想活到九
十九，就把空竹抖’。我们
这群人通过抖空竹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丰富了老年生
活 ，真 正 做 到 了 老 有 所

乐！”
在南阳市民健身

乒乓球馆，前来运动的
市民络绎不绝。在此指导训练的金

晓辉说：“白天在此运动的大多是老年人，
17：30之后下班的年轻人就陆陆续续的过
来了，周末青少年来此训练的特别多。”热
闹的乒乓球馆见证了南阳人的运动热情。

近年来，南阳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
展。全市年均举办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1000次以上，参与人数超过 500万，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了 42%，并呈
现逐年递增趋势。四年一届的南阳市运动
会已成功举办了5届，规模逐步扩大、人数
逐步增多、带动效应日益明显。在南阳市
运动会的间歇年，南阳还每年举办一届市
级全民健身大会，引爆群众健身热情。
2018年南阳市全民健身大会目前正在火
热举办之中，大会共设比赛项目 24 个大
项，预计直接参与群众超过 10 万人。同
时，全市12个县区全部举办了县级的全民
健身大会或运动会，市县联动，直接参与运
动员超过8万人。

同时，全民健身活动亮点纷呈。“奥运
冠军南阳行”及“奥运冠军父母南阳行”等
公益活动反响强烈；镇平、内乡、淅川、西峡
四县联动，形成了体育联谊赛轮流举办机
制；社旗“全国武术之乡”、桐柏“淮源杯”

桥牌邀请赛、淅川渠首环丹江湖系列赛、
“内乡县衙杯”全国象棋公开赛等群众性体
育赛事活动影响力不断增强，办赛规模不
断扩大。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指导群众参与体育
活动、培养群众体育意识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今年 62岁的金维国是抖空竹运动协
会会长，同时也是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自2002年喜欢上空竹运动后，将此项运动
在南阳发扬光大。如今，在南阳已有10个
空竹技术指导站，发展队员 200多名。每
年金维国都带领队员们走出南阳，参加各
种省级以上的空竹赛事，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他还经常到县区，指导空竹爱好者更
好地发展这项运动。金维国只是南阳众多
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的一员。目前，南阳全
市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达到 30579
名，实现了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
人目标。

11月 20日，67岁的张书琴走进了南
阳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康指导中心。只
用出示身份证，张书琴便接受了包括形态、
机能、身体素质在内的 11项常规检测，随
后一份翔实的检测报告便打印出来。报告
不仅有心肺功能检测、亚健康评估、运动风
险评估等，还开具了一份运动处方，其中包
含运动项目、运动强度等的建议。该中心
负责人董震告诉记者：“每年，我们中心都
要组织国民体质监测进单位、进企业、进学
校、进社区等惠民服务，年均免费监测群众
3万余人，开具运动处方 3
万 多 例 。”据 了 解 ，
2017年，南阳市国
民体质监测工作
位 列 全 省 第
一，市民科学
健身意识和
健康素养不
断提高。

全民健身热情高涨

体育产业方兴未艾

晨曦初露，第一缕阳光播洒在宛

都大地的每个角落，在公园、广场、社

区，人们打太极、跳舞、抖空竹、冬泳

……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健康与

快乐。蓬勃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让

南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处处洋溢着

青春的气息，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回望改革开放 40 年，南阳体育

与南阳经济社会发展同步。40年来，

南阳体育设施从少到多，群众体育从

小到大、竞技体育从弱到强、体育产

业从无到有。40年号角嘹亮，南阳体

育步履铿锵、成果斐然，南阳人始终

与健康相伴、与幸福同行!

场馆建设硕果垂枝

▲ 2018 年
全国男子篮球联
赛在宛举行

市体育场被市民亲切称为南阳市体育场被市民亲切称为南阳““鸟巢鸟巢””

◀◀南阳运动健儿在水上运动中心训练南阳运动健儿在水上运动中心训练

▲2018-2019 中国男子
排球超级联赛激情开赛

◀环中原 2018自行车公
开赛炫动南阳

全民健身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