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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看初心抚今追昔看初心 接续奋斗话使命接续奋斗话使命
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体育的本质，也是新中国体育事业不变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体育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竞技体育英雄辈出、星光灿烂！“河南人在体育战线出彩就出彩到

全世界去了”；群众体育如火如荼，广播操、踢毽子、跳橡皮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体育公园、“15分钟健身圈”更高层次地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

求；推动开放发展，一大批顶尖赛事在中原落户。少林武术、太极拳成为享誉全球的国家名片。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河南体育宗旨在胸，初心不改，努力发挥体育的综合功能，为人民健康、中原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更大的辉煌……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本报通讯员 李惠

让人民满意让人民满意 助中原出彩助中原出彩
河南体育河南体育7070年年：：

70 年，河南体
育英雄辈出、星光灿
烂……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游行热烈举行，刚
刚卫冕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乘彩车
压轴出场，河南姑娘朱婷兴奋的笑脸打
动了无数国人。作为女排队长，朱婷凭
借出色表现在本届世界杯赛上蝉联最
有价值球员。“能用十一场连胜卫冕世
界杯冠军为新中国七十周岁生日献礼，
我从心里感觉很骄傲。”她在微信中深
情写道。9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
门邀请中国女排队员、教练员代表参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
会，并亲切会见女排代表。

国家强则体育强，体育是一个国家
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争光添
彩”也因此成为体育重要的综合功能和
价值之一。70年新中国河南体育史，就
是几代河南体育人继往开来、接续奋斗，
推动河南体育由弱变强，为不断强大的
祖国争光、为发展的河南添彩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河
南体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少”，训
练单位少、项目少、队员少。即便如此，
白手起家的河南体育仍不乏亮点。
1959 年首届全运会，河南在田径、航
模、射击、跳伞等项目上屡破全国纪录，
3人夺得金牌；1960年 5月 24日凌晨，
河南籍运动员王富洲带领登山突击队，
首次从东北山脊登上珠穆朗玛峰。
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之
后，时隔 20年首次参加亚运会。里程
碑式的大赛中，两位河南选手大放异
彩：苏之渤为中国夺得包括亚运首金在
内的3枚射击金牌；张立则连夺乒乓球
女团、女单、女双3枚金牌。

德黑兰亚运会宣告了中国体育在
亚洲的“王者归来”，随之而来的改革开
放大潮，则拉开了中国体育“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的大幕。1979年，河南姑娘
葛新爱揽下世乒赛 3金 1银，为中国乒
乓球再续辉煌；1981年，河南女射手巫
兰英在阿根廷飞碟射击世锦赛上，成为
中国第一位射击世界冠军。

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新中国河
南体育也有低谷，但相伴随的，是更努
力的奋斗和更辉煌的崛起。1983年，
在第五届全运会排名跌出前20的河南
痛定思痛，省委常委会当年就通过了
《关于尽快改变河南体育落后面貌的规
划》，简称“三、五、八”规划，即：三年初
见成效，五年改变落后面貌，八年（后改
为十年）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两年之后
的 1985年，河南成功举办首届全国青
少年运动会并位列金牌榜第五，为竞技
体育储备了大批后备人才。随后的第
六届、第七届全运会，河南军团成绩连
续跃升，河南女足还勇夺第七届全运会
冠军，成为河南的“铿锵玫瑰”。

此时，中国已重返奥运大家庭，河南
体育健儿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绚丽绽
放——国球双星邓亚萍、刘国梁交相辉
映，陈中横扫跆拳道赛场，贾占波百步穿
杨，孙甜甜、李婷双姝惊艳，为中国实现
奥运网球“零的突破”，宁泽涛劈波斩浪、
李雪英力举千钧，朱婷摧城拔寨……

很多人都还记得国庆 50 周年庆
典游行彩车上邓亚萍灿烂的笑容，从
1999 到 2019，从邓亚萍到朱婷，国庆

盛典中两位河南奥运冠军

的“接力”，就是河南体育人在各个时代
里接续奋斗的缩影，他们不但用成绩为
祖国赢得巨大荣誉，还用奋勇拼搏的体
育精神，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
涵。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选
手共取得奥运会金牌11枚、亚运会金牌
90枚、全运会金牌122枚。2017年的第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河南军团共获得25
金、18银、20铜，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为
历届之最，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
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时代潮头之上，佳绩频频的河南体
育人也从未放慢改革创新的脚步。从
20多年前成立建业俱乐部、开体育部
门与社会力量“联合办体育”的先河开
始，到“省队院办”“省队市办”“开门办
赛”，探索从未停歇。2019年，河南省
18所体校、51个社会组织和俱乐部联
手出征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取得
116金、119银、123铜的佳绩。举国体
制和市场机制的互补融合，为青少年体
育健儿搭起了一座广泛参与、充分展
示、持续发展的舞台。

一线队伍名将辈出，后备力量人才
济济，河南体育的“出彩之路”，一定会
越走越宽广，越走越亮堂。

70 年，河南体
育践行宗旨，最大限
度地满足人民群众
的健康需求……

那是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领袖的
号召下，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健身热潮。

每到工间、课间，“让我们一起做广
播体操”的乐曲声准点响起。

1957 年，能容纳 15000 名观众的
省体育场建成投用，成为当时省城的标
志性建筑。

1959 年，河南省第一届运动会在
省体育场隆重举行，来自全省7个地市
的3000多人参加。

这一切，是那个年代群众体育蓬勃
开展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美好
记忆。

斗转星移，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也不断升级。中原大地春潮涌
动，全民健身向纵深发展——

省城郑州的紫荆山公园，每天晚上
八点开始，上千人伴着激昂的音乐健步
走，成为夜幕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省
社体中心推出的河南省全民广场舞大
赛，短短两年多就聚起超高的人气，三
届赛事累计参赛队伍380支、参赛选手
近两万人次；一些个性化极强的健身需
求诸如瑜伽、户外、自驾游、专业游泳馆
等也呈现出“井喷”势头，出现了供不应
求的情况。

这一切不但生动表明了富起来、强
起来之后，健身与健康已经成为老百姓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础需求；同时也
表明新时期全民健身正在由浅向深发
展，出现了兴趣化、多样化、个性化、科
学化、消费化、素质化、信息化、融入化、
社交化、生活化的特点与趋势。

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住了全民健
身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迅速作出新的部
署，要求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全省全民健身发展迈上新台阶，以

健身场馆设施建设、赛事活动组织等为
代表的一系列全民健身供给侧改革开始
发力。

健身者的切身感受，应该是健身环
境改善的最直接体现。

“‘许昌暴走’QQ群已经成立 9年
多了。一开始我们经常在马路上走，很
不安全。近年来许昌市在清潩河等河
湖水系旁增加了许多健身设施。有了
这些场地，我们的锻炼方便、安全多
了。”8月16日，许昌市清潩河健康步道
及游园景色宜人，徒步健身爱好者、“许
昌暴走”QQ群群主程根胜告诉记者。

据介绍，近三年来许昌市为打造方
便市民健身的 15分钟健身圈，已累计
投入近两亿元。多个功能单一的体育
场升级成了集各种健身设施和球场、运
动场于一体的体育公园，576处公共体
育设施和儿童游乐设施在城区星罗棋
布，清潩河、天宝河、饮马河等水系两
侧，更是绵延出80多公里长的“健身长
廊”，成为徒步爱好者的最美步道。

“河南省许昌市把发展全民健身作
为民生实事，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和场
地，让市民群众乐享健康生活。”2018
年 6月 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以《河南许昌：打造市民身边的健身圈》
为题，聚焦许昌“15分钟健身圈”建设，
介绍了许昌的全民健身发展。

在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的进程中，各级体育部门开始进入
城乡规划委员会。把体育设施建设纳入
百城建设提质，标志着体育工作开展、体
育设施建设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宜阳大变样了！”这句话是所有宜
阳人近两年来的共同感受。

事实也确实如此。2019年初，全省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推进会观摩活动在宜阳县进行，宜阳县
文体中心及户外体育中心等建设受到一
致好评。包含规划馆、体育馆、体育场的文
体中心项目不仅为大型赛事、文化活动、
商贸服务等提供了良好平台，还完善了城
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品质，满足了广大群
众的需求，促进了体育、文化等第三产业
的发展，推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宜阳，今年已
经退出贫困县序列。可以说，百城建设
提质中的体育元素，为宜阳脱贫做出了
贡献。

许昌市和宜阳县的成绩，折射着河
南省加快场馆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全民
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并以此为契
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累成果。数
据显示，在各地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下，河南已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21.2 万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62平方米。

城市社区的“金边银角”也成为健
身设施建设的“宝地”。

目前，河南省城市社区健身设施覆
盖率达 90%，乡镇健身工程覆盖率达
100%，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
率已经达到 93%，部分市、县已建成

“15分钟健身圈”，88%的省辖市、67%
的县（市）建成或在建“两场三馆”。

健身场馆设施多了，群众身边的健
身指导也得到了加强，健身组织更加健
全，健身赛事、活动也多了起来。

目前河南拥有县级以上体育社会
组织 4429个，27.1 万名社会体育
指导员活跃在遍布城乡的 4.3 万
个健身站点，去年累计
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健
康评价和科学健身运动

处方指导服务 9.3万人次，让全民健身
切切实实地促进了全民健康。

与此同时，以“六赛两节两活动”，
即焦作太极拳国际交流大赛、郑开国际
马拉松赛、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环中
原自行车公开赛、乒动中原乒乓球大众
公开赛、豫冠足球联赛、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安阳航空文化旅游节、三山同
登群众健身登山活动、三门峡横渡母亲
河活动为龙头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开
展得风风火火。此外，一市一品牌、一
县一特色、一乡一亮点、一村一项目精
品工程，也在持续加大着赛事供给。

据统计，目前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达 3200万，人口占比达三分
之一。在健身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刚性
需求的今天，河南正在以更便利的场
地、更科学的指导、更丰富的赛事，为越
来越多的人投身体育锻炼、提升健康水
平创造条件。

体育，将使中原人民的生活更加美
好。

7O 年，河南体
育产业从无到有、家
底渐厚……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大幕
拉开。这一年，胡葆森收购了河南足球
队60%的股份，建业足球俱乐部宣告成
立。25年后，河南建业这支几经升降级
浮沉、打遍了三级联赛、历经20多任主教
练、没啥大牌球星的草根球队，以“没换
老板没改名号”成为当年所有球队中的

“唯一”。也正因为如此，以“专治各种不
服”等为口号的建业足球文化，成为球队
和球迷之间稳定而有号召力的纽带，培
育出中超球队中独具特色的足球文化生
态。而依托建业的河南球市，也由此得
以发展成中国最火爆的球市之一。

不过，一枝独秀的球市毕竟无法为体
育产业带来春天，真正令体育产业百花齐
放的，是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体育
强省建设和全民健身持续推进的春风。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即“人均GDP”达
到 5000美元以后，体育产业的发展会
呈现加速态势。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以当年年平均汇率计算，河南省人均
GDP 在 2012 年 、2014 年 分 别 跨 越
5000美元、6000美元两大台阶。

河南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和历史机
遇。2013年，《河南省建设体育强省规
划纲要（2013—2020年）》出台，体育产
业成为建设体育强省的重要支撑；
201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出台，提出 2025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
模达到3000亿元的目标。

与文件相呼应的，是全民健身热潮
带来的赛事活动、装备器材、教育培训、
旅游休闲等消费需求，河南体育产业迅
速开始“多方向扩容”。

利用“三山两河”的环境资源优势，
河南体育人做起“体育产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大文章，各种水上
运动、山地户外运动、冰雪运动、汽车摩
托车运动等体育旅游产业项目陆续播
撒在河南的山水之间，聚拢着人气、拉
动着消费，体育产业成了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的“转化器”。

利用“豫东门户”的交通和地理位
置优势，商丘梁园区建起了吸引多家重
量级企业入驻的体育用品制造基地，产
业集聚效应前景无量。

利用几大古都的优势，河南把马拉
松跑出了“历史文化味”。2007年，一
条跑道连接两大古都的郑开马拉松鸣
枪开跑。12 年后，首届参赛者只有
5000多人的郑开马拉松已经跃升为炙
手可热的精品赛事、产业明星，设置近
50000个参赛名额，报名还要抽签！

利用体育文化传统的优势，河南擦
亮了武术这块“金字招牌”。登封以少
林武术为支点，发展成了在校生近 10
万人，集教育、展演、推广、制造为一体
的“世界功夫之都”；而焦作则依托太极
拳文化，办出了融体育赛事、文化交流、
经贸活动、特色旅游为一体，影响力辐
射全球的太极盛会。

与此同时，提供各种健身培训、服
务的俱乐部、会所在全省也如同雨后春
笋，“长势”喜人……

建业俱乐部成立的第二年，中国体
育彩票在河南“落地”。到 2019年 5月
14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的历史发
行总量突破 1000亿元，累计筹集体育
彩票公益金超过267亿元，提供就业岗
位3万多个。

多 渠 道 开 源 的 河 南 体 育 产 业 ，
2018 年总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在新
时代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时代大
潮中，体育产业成为一抹绚丽的亮色。

70 年，河南体
育在推动对外交流
和发展上写下自己
的浓墨重彩……

2013年 3月 22日，莫斯科克里姆
林宫，一段3分钟的少林功夫表演引发
雷鸣般的掌声，让在座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赞叹不已。
这是“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
一幕，表演来自跟随习近平主席出访的
少林寺武僧团。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对少林功夫
兴趣浓厚，2006年访华期间就曾前往
少林寺参观，并观看少林武僧的表演；
利比里亚总统、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
阿也曾造访少林，不仅与一群少林小子

“切磋”球技，还被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
训基地(少林足球学校)聘为总顾问；更
为传奇的要数玻利维亚外长瓦纳库尼，
他曾在少林寺学艺三年，是一名不折不
扣的“少林弟子”。

少林功夫享誉天下、谱写传奇的同
时，太极拳也在面向世界的舞台上焕发
着光彩。2014年亚信峰会文艺晚会，
由河南“太极王子”马建超担纲主演的
《书韵画意》，受到习近平主席、俄罗斯

总统普京以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等的称赞。

作为河南名片，“两拳”还频繁出现
在外交部河南推介会、世界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和各种招商活动中，助推河南的
对外交流。2019年下半年，省领导带
队到卢森堡等国家推广空中丝绸之路，
随同访问的少林武术、太极拳代表团多
次进行精彩表演。

据介绍,目前在世界各地常年活跃
着众多来自河南的武术表演团体，而全
世界的太极拳习练者，更是达到3亿之
众。

少林武术、太极拳扬名天下的同
时，各种体育赛事的举办，也极大地提
升了河南的知名度、美誉度，推动了河
南的发展。

2019 年 9 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郑州举行。来
自全国的 9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
聚郑州，亲身体验郑州、体验河南的发
展。比赛期间，所有中央媒体和省市媒
体聚焦郑州、聚焦河南，深入报道比赛
情况，报道郑州、河南的发展。

民族运动会举办前夕，郑州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投入使用，其规模相当于
16个郑州航海体育场，主场馆体育场
可容纳6万人，极大提升了郑州的体育
设施水平，从此拥有举办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和国际A级专项比赛的能力。

其间，郑州还对城市综合环境进行
了全面提升整治，21条主要道路焕然
一新，真正实现了“办好一个赛，提升一
座城”的目标。

郑州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必须
引进更多的国际会议和重大赛事，这已
经成为决策者们的共识。

2019 年 9 月，郑州成功举办了郑
州网球公开赛。这是国际顶尖的网球
赛事，当今世界女子网坛前十位选手半
数参加了比赛，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
播了比赛。

随着中原网球中心二期工程的落
成，这项赛事将在郑州永久落户。

省会“综合发力”，众多省辖市也在
谋划“单项突破”。

具有深厚排球基础的漯河市要建
设“排球城”。他们举办了一系列重大
赛事：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国际男排
联赛，并连续9个赛季承办中国女排联
赛河南主场的比赛。

安阳市连续举办了十一届“安阳航
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林虑山国际滑翔
基地驰名世界，每年接待国外游客十多
万人次。

2019年 8月 18日，中国极限运动
大会在濮阳市清丰县举行，建成了全国
最为先进的比赛、训练基地，并将成为
国家队的训练基地。

各种赛事的引进，各具特色的“体
育城”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河南的区域
形象，使全国、使世界更好地认识河南、
了解河南。

新时代的开放发展，要求体育再
次发挥、更好发挥轻骑兵和突击队作
用。

历史含情注视！河南体育，一定能
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回答！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