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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记者8
月 15日从赛事组委会获悉，2019第
六届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10
月 20 日激情开跑，目前报名通道已
经开启。

“嵩马”集文化旅游、运动养生为
一体，经过五年的发展，已成为互联网
线上、线下赛双珠合璧，参赛人数十余
万的知名马拉松赛事。本届赛事以

“相约少林·奔跑嵩山”为主题，邀请全
球的马拉松爱好者汇聚中国登封，领
略禅武文化精髓，欣赏中岳奇峰美景，
还将同期举办书法展等文化公益活

动。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郑州市体
育局、登封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登
封文旅集团、河南省兆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等承办、运营。

相比上届，本届赛事规模增加了
5000 人，参赛总人数为 25000 人。
其中马拉松 8000 人，半程马拉松
7000 人，迷你马拉松（企业团队、家
庭跑、情侣跑、亲子跑）10000人。广
大跑友可通过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
赛 官 网 www.songshanshaolin-
marathon.com 进行报名，报名截止
时间为9月20日。⑥1

足球为媒，文化为核。作为开封
市着力打造的五大明星赛事工程之
一，8月 13 日上午，中国·开封 2019

“蹴鞠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
赛仪式在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举行。

古代蹴鞠发展到宋代，已经成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被称为北
宋的“国球”。“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
斗鸡西市鞠”，描绘的就是北宋都城
东京（今开封）踢球成风、看球为乐、
球场林立、观者如云的盛景。当今的
开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足球改革
发展工作，把足球振兴作为政治工
程、民生工程、文化工程、发展工程、
希望工程来抓。对内围绕建设健康
活力足球强市、国际足球文化名城、
全国“足球+N”融合发展试点城市三
个战略定位，启动足球场地“五进”工
程、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畅通工程等

“五大工程”，着力绘蓝图、建机制、打
基础，高质量推进足球基础设施建设
和人才梯次培养；对外与英国曼彻斯

特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搭建对外开放
平台，以足球产业为切入点，在国际
青训、足球学院、国际赛事、国际旅游
等全方位开展多领域、深层次的战略
合作，全力将足球打造成为开封城市

“金名片”。
据悉，本次赛事由开封市人民

政府主办，开封市教体局、开封市外
事办承办，开封市足协协办，共有英
国南安普顿俱乐部青年足球队、韩
国永川市青少年代表队、新乡市青
少年代表队和开封市青少年代表队
4支球队参赛。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8月 15
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现代五项
比赛在山西晋城继续进行，河南选手
李宇哲和队友莫洪波携手拿下体校组
男子U16游跑射乙组三项赛接力赛冠
军，这也是李宇哲的第三块金牌。

体校组男子U16游跑射乙组三项
赛接力赛在当天上午进行，在率先进
行的游泳比赛中，李宇哲、莫洪波这对

“许昌体校组合”还以 303分、落后第
一名苏州体校选手 13分的成绩排名
第四。但在随后的激光跑（跑步+射
击）项目中，两名河南选手展现出强劲
的实力，再一次上演“后发制人”，以排
名第一的成绩11分 09秒 81得到 631
分，最终以总分934分强势夺冠。

继 8月 12 日在男子乙组跑射游
个人赛、8月 14日在男子乙组激光跑
个人赛中连续登顶之后，8月 15日，
李宇哲携手队友莫洪波拿到了自己
的第三块金牌。

这已不是李宇哲、莫洪波第一次
搭档夺冠，在今年 5月的全国现代五
项青少年锦标赛上，两人就曾携手夺
得过接力赛的冠军。⑥1

8月 15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山西体育中心游泳馆继续进行。河南选手孙晨博（前）在体校乙组
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以2分04秒13的成绩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嵩马”邀您来赏中岳金秋

英国韩国足球少年
来战开封“蹴鞠杯”

李宇哲上演
“帽子戏法”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记者 谭勇

健康，是人们永恒关心的命题。
全民健康，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健康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随着“健康
中国”建设的持续推进，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和多样化，对
健康状况和生活品质有更高期待，对
健康产业和健康服务也有更高要求。

如何实现全民健康？怎么推动健
康产业发展？如何做到“更健康”？这
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难题由此而生。8
月 7 日，在“营养健康 70 年——2019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峰会”上，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北京冬奥组委等部门，内
蒙古自治区有关领导以及行业协会、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近 300 人齐聚
一堂，群策群力，顺应时代潮流，凝聚
全球智慧，基于探索实践为这些“健康
之问”写下力透纸背的答案。

全民健康如何实现？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但如
何将“全民健康”进一步落实，仍是当
前迫切要解决的难题。

“ 共 建 健 康 生 态 ，共 筑 健 康 梦
想”——2019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峰会
的主题开宗明义，给出了切实的“解题
思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关键是
共建健康生态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峰会现场，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

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向伊利集团
董事长潘刚授牌，作为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唯一官方乳制品合作
伙伴的伊利集团成为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合作伙伴俱乐部轮值主席单位，
潘刚正式担任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合
作伙伴俱乐部轮值主席。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
的重大标志性活动，也是我国加快冰雪
运动发展，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契机。”北京
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提
出。她也希望伊利能继续秉持“双奥”
健康食品企业的荣光，充分发挥乳制品
龙头企业的优势，履行好轮值主席单位
的责任，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广
泛传播健康生活的理念，积极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毕国臣提出，伊利在助力“全民健康”方
面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国龙头乳企的
责任与担当，“伊利集团始终发挥行业
领军者的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品质
优先持续推动健康事业全面发展”。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在峰会上作
主旨发言，他表示：“面向未来，我们要
与世界携手，汇聚全球各方力量，推动
产业合作、创新协同、价值共创，积极
构建‘全球健康生态圈’，实现‘让世界
共享健康’的梦想。”作为中国健康食
品企业的龙头，伊利正在不断通过共
建“全球健康生态圈”，为促进全民营
养水平整体提升，为“健康中国”战略
的实施做出积极的努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国民每
一天的健康“打卡”，企业每一步的健
康“举措”，都会是“全民健康”大厦的
砖石，全社会都将从助推“全民健康”
的行动中获益。

怎么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健康产业是民生工程，服务千家
万户、事关民生福祉。而随着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健
康产业面临着翻开新篇章的重大机
遇，也发展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2019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峰会恰
逢其时的召开，也将“健康产业未来发
展的路径”这一议题置于探讨的核
心。作为健康食品企业的“领航者”，

潘刚在会上发起号召，倡议全行业要
与世界携手，不断完善全球产业链，深
化产业合作。“合作方能聚力，只有汇
聚产业链上所有合作伙伴的力量，在
全球范围构建多元化的‘朋友圈’，才
能让全球健康产业合作更加深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动物健康
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理事长沈建忠对
潘刚的看法和伊利的举措深表赞赏，
并阐述了联盟的具体做法：“我们通过
与大健康企业进行全产业链合作，来
保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让消费者拥
有真正的‘健康餐桌’。”而伊利集团正
是联盟的重要单位，更是积极引领全
产业链合作的大健康企业之一。

合作需要彻底破除一亩三分地观
念，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理念。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马学
军认为此次峰会“搭建了开放与合作的
平台”，并表示内蒙古将建设若干特色
农畜产品产业带，积极引导更多像伊利
这样的优秀企业投身到营养健康事业
发展当中，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大雁
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
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健康产
业的发展亦复如是，无论前途风雨还
是彩虹，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
确选择。

如何才能“更健康”？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人民健康面临新的问题和挑
战。要想更健康、更营养、更“可心”——

“创新赋能”必然成为首选之举。
然而，同时伴随 5G、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新
并非一家企业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实现
的，为此，潘刚在峰会上再次重申了伊
利“开放创新”的方案，希望通过积极
打造全球智慧链，加快创新协同。

对此，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协会理
事长孟素荷深以为然，“食品工业健康
转型，是食品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
对接，它需要强力的科技支撑。”同时，
她对伊利在创新研发方面的努力表示
赞赏：“伊利的强大不仅是它的产能，
更是它强大的溯源体系，是稳定而强
大的面向一线的研发团队。当市场向
健康发出强烈需求的时候，只有那些

有前瞻视角、深厚积累的企业，才有能
力回应市场的需求，伊利就是这样有
资格、有能力、有积累、勇立潮头的行
业领军者。”

正如孟素荷所言，伊利不仅为产业
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笃行实
干、稳中求进，源源不断地为健康产业输
入“创新正能量”。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亚清也提出：“伊利作为领军
企业代表，积极践行其责任和担当，崇尚
创新，通过搭平台、创模式、聚人才，满足
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

“近年来，国内乳制品企业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大规模的技
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企业设备水平、检
验能力、科研能力、质量保障能力和员
工综合素质都有了质的飞跃，伊利就是
其中一个领导者。”中国乳制品工业协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美菊这样评价。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谋创新才
能“更健康”。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与健康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之中，
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健
康事业改革发展的新成效不断积聚，
也更多地为人民增进健康福祉。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彼此交织，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解决“健康之
问”，需要一种视野，穿透迷雾，洞悉大
势，引领行业行稳致远；更需要一种气
魄，不惧困难，冲破瓶颈，不断推进开拓
创新；还需要一种担当，肩负使命，砥砺
前行，为世界谋健康、为人类创未来。

“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健康产业
峰会已为“健康之问”写下了答案，也
需要更多像伊利一样有视野、有气魄、
有担当的企业以此为契机，同舟共济、
一致行动，携手同心为全球健康产业
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为实现“世界共享
健康”的梦想贡献更多力量。

汇聚全球智慧 力解“健康之问”

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健康议题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8月 15日，随着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飞碟项目的比赛在山西临汾市射击
基地决出了最后一枚金牌，本届二青会
的射击、射箭项目也就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射击、射箭项目总共决出了47
枚金牌，其中来自浙江的选手收获最大，
仅仅在步手枪项目他们就收获了9金，
几乎占了金牌总数的1/5。作为我省传
统的金牌专业户，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
中心经过多年的潜心培养，终于在后备
力量上有了一次大爆发，本届青运会上
他们在步手枪、射箭、飞碟三个大项均有
金牌入账，5金、3银、3铜的收获，也创造
了河南在该项赛事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从上届青运会的1金、3银、3铜，到
如今的5金、3银、3铜，金牌数量的大幅
提升，也证明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这4
年来在后备力量培养方面付出的心血并
没有白费。用省体育局副局长马宇峰的
话来说，就是初步看到了成才的希望。

目前还身兼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一职的马宇峰，曾见证了河南省
射击队走出低谷的全过程，从多届全
运会“无金”的尴尬，到第十二届全运
会、第十三届全运会接连夺得两金，这
其中的艰辛他也是深有感触。“曾培养
出首个亚运会冠军苏之勃、首个世界
冠军巫兰英、奥运会冠军贾占波的河
南省射击队，之所以在多届全运会上
接连折戟，就是因为忽视了后备力量
的培养，使得在老将状态下滑的关键
时刻，却无人能真正挑起大梁。”马宇
峰说，正是以往的惨痛教训，让省射击
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班子格外重视各
级梯队的建设，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结
束没多久，中心就设立了新的青年

队。而正是这支青年军，在本届二青
会上为河南射击带来了一次新的飞跃。

据介绍，在2017年底设立新的预备
队之初，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首先对教
练员队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
优势的手枪项目，继续给予张锐敏、范洪
涛两位主教练大力支持外，对于沉寂已
久的射箭和飞碟项目，则大胆起用了李
蓓、王楠这两位年轻主帅。“我们一直强
调练兵先要练心，这不仅适用于平时队
员的训练，同样也适用于教练员自身。”
马宇峰表示，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在选
择教练上，尤其强调教练的个人素质和
责任心。“一名教练肯钻研、肯在训练场

上下功夫，他所带的队员才会真正服气
他，每一阶段的训练计划才会真正地贯
彻实施。”正是在这些优秀教练的带动
下，这批从全省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苗
子，才肯在枯燥的表象训练中磨练自己
的基本功，才肯在每一次对抗训练里认
真吸取经验，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并最
终在本届二青会上迎来了大爆发。

“17岁的安琪能够在最后关头实现
逆转，射箭项目能够实现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金牌零的突破，年轻的苑帅军能在
飞碟决赛中打出60靶56中的全国青年
纪录，这些年轻小将出色的表现固然可
喜。但真正让我高兴的，还是我们青年

队员在整体实力上的提高。”马宇峰说，
在以往的比赛中，河南省射击队只能依
靠个别尖子队员去和对手竞争，而在本
届二青会上队伍终于有了和对手团战的
底气，射击、射箭和飞碟项目上都有团体
金牌进账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马宇峰也承认和华东区先
进省市相比，河南射击的整体全面性
还是略有不足，还没有培养出真正具
备绝对优势的尖子队员。这次二青会
的成绩，对整个中心来说既是种激励，
更多的还是鞭策。回到郑州后，他们
还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让这次
的爆发只是昙花一现。⑥1

河南省扶贫开发协会第二次会
员代表大会于2019年 8月 12日在河
南省人民会堂举行，来自全省各省辖
市会员单位、扶贫办、扶贫协会共
200多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省扶贫开发协会自成立以来，紧
紧围绕全省脱贫攻坚大局，立足平台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大力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已成为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时，品牌塑造有声有色，创立了“公
益体彩扶贫”等扶贫公益品牌，有效
提升了协会自身的影响力。

大会对先进个人、集体分别进行
了表彰。省体彩中心被授予“河南省
社会扶贫优秀合作单位”称号，省体
彩中心党支部书记王海新荣获“河南
省社会扶贫优秀合作个人奖”。

王海新介绍，2018年，省体彩中
心积极响应落实省委、省政府号召，

认真落实省体育局的脱贫攻坚工作
部署，与省扶贫开发协会联合实施了

“公益体彩 精准扶贫”体育器材捐赠
活动，为省派扶贫驻村第一书记所在
的 225个贫困村捐赠 450万元，对每
村捐赠 2万元的体育器材，所有捐赠
购置的器材已经全部到位，为满足贫
困村广大群众健身和健康需要，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进一步诠释了中国
体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
行宗旨和“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
牌理念。 （凡高峰）

射击大爆发 练兵先练心

省体彩中心荣获“河南省社会
扶贫优秀合作单位”荣誉称号

二青会取得两金、两银、一铜的河南男、女飞碟双向队。从左到右依次是：苑帅军、李雪、何文潇、王楠（主教练）、于圣
洁、于天翔、张玉彬。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