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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运会福建代表团成立

赵勇在调研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时强调

本报讯

要以改革精神和务实作风 做好奥运国手跨界跨项选材工作
本报讯 8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

了有关方面对此项工作的意见建议。

较弱的情况下， 不拘一格， 选择有基

床等相关联的人群；要规范程序，遵循

副局长赵勇率调研组到北京体育大学

赵勇指出，经过前期的努力推进，

础、有技能、有天赋的人才进入奥运备

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四个项目成

调研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

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有了

战，才有胜算；跨界跨项选材是一种共

立四个专家组，根据明确的选材标准，

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赵勇强调，

良好开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

享， 可以给更多的运动员一个为祖国

规范地开展工作；要明确目标，要以量

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要抓住关键环节，

度加以推进， 要充分认识跨界跨项选

争光、 为民族争气、 为人生添彩的机

保质， 鼓励有条件的青少年都勇敢地

精心组织实施，扎实推进奥运国手跨

材工作的不得不为、大有可为。跨界跨

会。

接受国家的挑选；要强化责任，各级体

界跨项选材工作。

项选材是一项改革， 打破了传统封闭

赵勇强调，要抓住关键环节，要广

赵勇一行听取了跨界跨项选材工

的选材模式，打破国际、地域、行业等

泛宣传，在青少年普遍知晓的基础上，

作进展情况汇报，实地察看了训练场

的限制，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跨界跨

面向全国选材；要精准发力，聚焦重点

地设施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

项选材是一条捷径，在基础较差、底子

省份，聚焦杂技、武术、技巧、体操、蹦

育部门和项目中心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总局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陪
（付媛杰）

阳光体育大会托起未来之星
本报记者

文明参赛，充分展示福建代表团良

道：第十三届全运会福建省代表团

好的精神风貌，赛出风格，赛出水

日前在福州成立。 福建省副省长、

平，努力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代表团团长杨贤金为代表团授旗。

双丰收。

杨贤金要求，福建代表团要始

目前， 福建省代表团共有467

终牢记使命重托，进一步增强使命

名运动员取得决赛资格，决赛人数

感和责任感， 坚定必胜的决心，以

比上一届增加21人，是福建省参加

饱满的精神和扎实的作风，坚决打

全运会历史上进入决赛人数最多

赢攻坚战； 要出色完成参赛任务，

的一届。

海南全民健身活动贯穿全年
本报讯

自抓，负总责。
同调研。

兼职记者林祥娥报

李雪颖

已经参加了6届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的周鸿宇，这一
次终于在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中获得了特等奖。站在自己的获奖作品《快乐

由海南省政府主办

亚、陵水等地，同样掀起了全民健

的以“全民健身、健康海南”为主题

身的热潮。其中健身操、徒步、骑行

的全民健身系列活动8月8日在海

等20多项活动于海口市各个广场、

南全面展开。

绿地、公园、体育场馆同时进行。

海南省多个市县举办丰富多

今年海南省继续举办了全民

彩的“全民健身日”活动，向广大市

健身运动会， 运动会时间将从5月

民推广科学健身的方式方法。海南

持续至12月，通过开展瑜伽、轮滑、

省范围内上百个公共体育场馆面

广场舞等51个运动项目，将全民健

向市民免费开放。 在海口万绿园、

身活动贯穿群众全年的日常生活

文体公园举行千人健身气功、武

当中，使“全民健身日”不再是“一

术、广场舞、瑜伽展演活动。 在三

天健身日”。 （黄心豪

刘勇）

湖北体育美术作品展83件作品入围

童年》前，周鸿宇的言语中透着骄傲。 开学后就要上五年级的周鸿宇是浙
江云和县江滨实验小学摄影社团的成员， 一张特等奖的证书是对周鸿宇
最好的嘉奖，让他收获了满满的自信。

记者邹丽报道：武

本次展览以“全运惠民，健康

的文化交流活动，开展了摄影采风活动，用镜头捕捉身边体育之美，孩子

术、射箭、足球、游泳、马拉松……

中国”为主题，共收到209名报名者

们的摄影作品已连续四年荣获小学组的特等奖， 学生获奖摄影作品多达

这些体育运动纷纷定格在画纸上。

的243件作品， 最终有83件优秀作

100多幅。

由湖北省体育局、 省体育总会、省

品入围。 作品涵盖国画、 油画、版

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湖北

画、漆画、水彩、雕塑、招贴等类型，

二年级的格桑罗布有些腼腆， 但是说起自己最爱的足球运动和体育大会

体育美术作品展览近日在省美术

体现了“真善美”“正能量”“中国梦

运动乐园里好玩的体验项目来便收起腼腆的笑，侃侃而谈。格桑罗布是西

院开幕。

核心价值观”等丰富内涵。

本报讯

指导老师周景跃说， 近年来学校一直积极参加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这里比西藏好，因为有很多好玩的。”来自西藏山南地区东辉中学初

藏足球队的队长，他最喜欢巴萨和内马尔。 第一次来参加阳光体育大会，

奥林匹克珍品进行在线拍卖

格桑罗布和队友们利用闲暇时间在运动乐园里尝试了各种项目， 他说：
“我最喜欢这里的滑冰场，因为之前没有滑过，能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滑冰
很神奇，感觉很棒。 ”

由京东拍卖、华奥星

次展览上，奥运冠军、跳水皇后高敏

空和江苏天德拍卖有限公司联合

作为特邀嘉宾与现场观众分享了

主办的“奥运火炬 传承梦想”奥林

精彩的奥林匹克故事。

本报讯

小名“可乐”的罗铭泰和外号是“小黄人”的黄维舟岁数不大，却已经
练出了成绩。 他俩一个是全国高尔夫球比赛的第6名，一个是重庆市高尔
夫比赛的冠军。 两个热爱高尔夫球的小家伙成了运动乐园里的高尔夫球
体验项目的小老师，教起其他小朋友和大朋友来，也是一板一眼，很认真。
俩人坦言第一次当老师挺有意思。罗铭泰说练高尔夫球给他带来了快乐，
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而黄维舟说因为打球他的性格和心态也变得更好，
不会轻易发脾气了。 小家伙们经常跟着教练外出参赛， 虽然父母不在身
边，但是俩人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强，能很好地照顾好自己。
本届阳光体育大会形象大使、羽毛球奥运冠军张宁，以及跆拳道奥运
冠军陈中、柔道奥运冠军孙福明、排球亚洲冠军李颖等体育明星也参与到
了运动乐园的活动中，和青少年朋友们一起玩。
看着和球、冰蹴球等新鲜的运动项目，张宁、陈中等体育明星们也跃跃
欲试，纷纷加入孩子们，和他们一起从零学起。张宁说，希望孩子们能积极参

匹克精品展日前在京东总部大厅

据主办方介绍，随着北京奥运

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过历届

会的成功举办和北京冬奥会的日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火炬齐聚，向

益临近，全国人民的奥运情结和奥

公众集中展示，鼓舞大家积极关注

运热情日渐升温，在“全民健身日”

和投入全民健身运动。

举办奥林匹克珍品展，目的是更广

本次精品展汇集了包括1984

泛地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吸引大家

年至2016年的历届夏季和冬季奥

对全民健身和奥运收藏的关注，迎

运会火炬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

接2022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女排决赛用球在内的129件奥运（体

据悉， 这129件奥林匹克珍品

育）珍品，是近年来我国举办的较大

和体育收藏品亮相京东拍卖，进行

规模的奥林匹克和体育精品展。 本

网上开拍。

（贺

遐）

与体育运动，感受运动的乐趣，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茁壮地成长，未来为
祖国的发展作贡献，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运动中的奥林匹克精神。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作为运动员的我们，经常在

“

训练和赛场挥洒汗水， 靠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赢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 ” 陈中希望孩子们能够用奥林匹克精神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
阻，早日成才，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
见证孩子们不断成长的阳光体育大会也愈发成熟，今年阳光体育大会

自今年4月发起“我与威海铁人三项赛”主题征文以来，截至8月2

走进了第7个年头。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介绍说，今年的阳光体

日，活动成功吸引北京、新疆、宁夏、黑龙江等18省区市的作家、诗人、公

育大会在全国设立了31个分会场，并倡导分会场建立选拔制度，孩子们经

务员、企业主、裁判员、运动员、志愿者等各行业人员参与，共收到46篇

过层层选拔最终参与到主会场的活动中， 目的就是扩大活动的参与面，带
动更多的青少年参与。 经初步统计，已有超过18万青少年参与到阳光体育
大会中，参与人数和活动规模都创造了历史。

我与威海铁人三项赛”
主题征文结果通告

青少年在2017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运动乐园体验趣味田径。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银川8月10日电）

稿件，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根据征文通告，主办方于8月4日聘请有
关专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了获奖作品，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一等奖
作品：《威海铁人三项赛，一路风情一路歌》 作者：苏美晴

办人民满意的省体育中心

二等奖
1.作品：《这么远、那么近，威海铁人三项赛的小黄人工作记》
作者：邢倩
2.作品：《我与威海铁三走向世界》 作者：王霄天

—山东省体育中心将惠民服务进行到底
——

三等奖
1.作品：《铁人精神》 作者：黎芷明

育场，一跑就是20圈，几乎风雨无阻。

人次。省体育中心对外开放面积从仅有

“这里的健身馆开放后我就来了，条件

一个300平方米的健身路径， 发展到现

作为老体育场馆， 省体育中心坚

体育馆业余乒乓球达人挑战赛、

好、器械全，更衣、洗澡方便，价格还便

在的总面积超3万平方米的多功能、高

持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投入了大量心

由退役运动员和青年志愿者参与的体

宜， 更重要的是旁边就是免费的体育

规格健身圈；对外开放时间由部分时段

血，购买了公众责任险，委托第三方专

育场健步走引领健身活动、 毽球运动

场，可以痛快地跑！”老王乐呵呵地说。

开放，到全年无休，每天各场馆开放均

业单位对消防和电气设备进行年检和

技术培训和比赛展演等，游泳馆分3个

像老王一样的健身常客在省体育

在8小时以上，体育场、游泳馆、健身馆

定期维保，场地、空调、音响、照明、消

时段为600名群众提供免费的游泳体

中心司空见惯。 篮球公园、 足球公园

等场馆更是超过了12小时。

防、 水电等各系统始终保持良好运行

优秀奖

验， 健身馆将为90名群众提供器械与

里，从早到晚活跃着比赛的身影；体育

状态。场馆电子显示屏、公共视线开阔

1.作品：《我跟儿子的铁人三项》 作者：边靖华

操课体验等，这是山东省体育中心在8

场塑胶跑道上，健步走、健身跑人群不

月8日“全民健身日”为百姓推出的丰

息；体育馆里，中老年健身舞者每天清

“用心、耐心、有心和细心”是省体

心价值观、 主旋律口号、 全民健身口

富多彩的节日盛宴。

晨翩翩起舞……现在的省体育中心，

育中心践行的服务准则。 为了举行好

号、全民健身小知识等，积极引导社会

4.作品：《威海铁人一路歌》 作者：刘胜军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运动达人。

一场幼儿园足球赛， 又尽可能少占用

大众；增设了警务室，在重点区域加装

5.作品：《威海铁人三项抒情曲》 作者：王冬生
6.作品：《激情铁三，幸福威海》 作者：邓凯

魏

巍

不仅仅是在全民健身日当天，山

服务无止境 真诚赢口碑

任务。

区域建成了宣传阵地， 用社会主义核

2.作品：《我与威海铁人三项赛——
—老马的“
铁三”故事》
作者：刘芳
3.作品：《我与威海铁人三项赛，我的铁人之路》 作者：乔梁
4.作品：《逆风奔跑的青春》 作者：郑晗
5.作品：《威海铁人三项赛，速度与激情交织出的力量之美》
作者：周维强

2.作品：《威海的发令枪，撞响了骨骼里的铁》 作者：陈忠龙
3.作品：《宝贵的收获》 作者：屈国杰

东省体育中心工作重心转移、 大型体

2012年至今，省体育中心先后规划

一天群众踢球的时间，晚上9点开放结

了围栏、隔离墩和门禁系统，改造了消

育场馆向社会公益性开放已经走过5

建设了篮球主题公园、健身长廊、足球

束后， 足球公园的工作人员开始布置

防监控系统， 实行24小时值班和巡逻

个年头，乒乓球场地、篮球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室外毽球羽毛球场地，更换

场地，打扫卫生、悬挂条幅、安置球门

……在省体育中心大院内， 真诚服务

8.作品：《文化西路上的铁三选手》 作者：娄源立

足球主题公园北区等十余处场地常年

了体育场内场塑胶跑道，改造了游泳馆

……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在大型演唱

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9.作品：《铁三，不老的神话》 作者：王颖

向群众免费开放。

池区，建设了健身馆，开辟了广场舞和

会散场后，体育场内依旧灯火通明，工

“
以人民为中心”
“
大健康、大体育”

太极拳专区、中老年健身舞会和乒乓球

作人员彻夜忙碌， 为的是能早早清理

“
退商还体”，山东省体育中心正在提档

场地等，并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向社

完场地，保证第二天准时开放。

还是老地方 却是新天地

升级，加速前进，努力发挥优势，挖掘潜

7.作品：《威海铁三，生命激扬的美韵》 作者：聂振生

10.作品：《我与铁人三项赛有个约》 作者：于莎莎
主办方将在《中国体育报》等各级各类媒体选登获奖作品，并将于
近期安排发放奖金，请获奖人员积极关注。

63岁的运动达人王安鲁， 每天下

会开放。 据统计，在省体育中心健身的

省体育中心还承担着山东高速男

力，将“惠民为民”进行到底，努力打造

威海市体育局

午1点30分准时出现在省体育中心健

人数，从之前的每年几十万人次，到现

篮主场、中国跳水队训练基地、山东女

“全民健身基地”，争创“国家全民健身

2017年8月8日

身馆，20分钟准备活动后，立马转战体

在过百万人次， 预计今年将超过200万

足主场“吃、住、赛、训”一条龙服务等

示范基地”，办人民满意的省体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