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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攀岩、滑板集训队（贵州）揭牌
赵勇、何力出席

本报讯

8月19日， 北京体育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揭牌暨国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蔡振华对中国

家俱乐部成立仪式在国家体育总

足球运动学院办学提出三点希望。

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

一是坚持“体教融合”和“体科融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

合”相统一。 二是坚持“国际标准”

员、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蔡振华，总

和“中国特色”相统一。三是坚持发

记者付媛杰报道：国家

跨界跨项选材。 要改革竞技体育人才

收有体育天赋的运动人才；跟踪体育

攀岩集训队（贵州）、国家滑板集训队

培养机制，打造包括总教练、领队，心

发展最前沿， 建立新的教材体系；聘

选拔和奥运备战机制，国家体育总局

局体育经济司副司长张建华，北京

展“竞技体育”和推广“体育文化”

（贵州）8月18日在贵州医科大学正式

理师、康复师、体能师、营养师、科技

请退役运动员教练员，建立有实践经

全面启动跨界跨项选材和国家集训

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 校长、

相统一。

本报讯

今年3月， 为改革创新原有人才

北体大成立中国足球运动学院

揭牌。 国家户外运动救援科研训练基

师的2+5复合型团队， 让一些奥运冠

验的师资队伍；改革培训模式，合理

队试点工作。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贵

党委副书记池建， 副校长高峰、陈

曹卫东在致辞中表示，关于中

地、贵州省户外运动教育基地也同时

军诞生在大学里。 要创新竞技体育人

分配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将运动医

州省体育局、贵州医科大学积极响应

立人， 辽宁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

国足球运动学院办学定位：一是立

成立。

才激励保障机制，消除运动员教练员

学精准化，发表在全国有示范作用的

号召， 率先启动了面向全国的攀岩、

长宋凯，秦皇岛市党委常委、副市

足国家需求，二是立足整合资源，三

滑板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选拔优

长陈峰等出席仪式。仪式由池建主

是立足贯通培养，四是立足开放办

秀苗子，开展两个项目的集训。

持。

学，走国际化办学道路。 下一步，学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和贵

的后顾之忧， 保障运动员文化学习、

州省副省长何力共同为集训队揭牌。

运动训练两不误，与企业共建国家集

赵勇指出， 国家体育总局与贵州省、

训队，提高运动员教练员待遇。

科研成果。
何力表示， 要把国家集训队办
好，出一流人才。 贵州医科大学要进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社体中

成立仪式上，蔡振华对北京体

校将在海外设立法国夏斗湖校区，

一步加强运动与健康学院的建设，抓

心、登山中心，贵州省体育局、贵州医

育大学积极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

统筹国际国内优质体育、教育资源，

自身优势，把运动与健康学院办成面

住发展机遇，注重科技助力，办出真

科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出席揭牌仪

求，贯彻落实中央、体育总局党组

培养国际化体育人才。他坚信，未来

向全国的示范品牌。 要精心选材，招

正的特色，争取创建全国重点学科。

式。

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体育改革，

北体大与国奥集团共同举办的国家

特别是关于足球改革重要部署，成

俱乐部一定会成为中国足球、橄榄

立中国足球运动学院和国家足球、

球领域一个响亮的品牌。

贵州医科大学合办国家攀岩、滑板集

赵勇强调，贵州医科大学要发挥

训队（贵州）是一项改革。 要改革竞技
体育人才选拔机制，面向全社会人群

“

飞”进东湖

图片新闻

橄榄球俱乐部， 积极探索高端化、

曹卫东宣布北京体育大学中

贯通化、国际化和协同化高素质新

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组织机构。中国

型体育运动人才培养模式，给予充

足球运动学院执行院长黄竹杭发

分肯定和高度赞许。 他表示，足球

布学院招生方案。高峰与宋凯分别

牵动着几亿国人的心，更蕴含着几

代表北京体育大学与辽宁省体育

代人的体育强国梦，发展振兴足球

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对于建设体育强国、促进经济社会

8月19日，在武汉大
学凌波门五六十米长的
水上栈道上， 选手骑着
小轮车飞奔， 从抛台处
腾起， 空中做出创意姿
态， 然后漂亮落水。 这
是“小轮车（BMX）跳湖
节”，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名小轮车高手和爱好
者聚集武汉， 感受骑车
跳入东湖的刺激。 图为
一名选手骑车准备跳入
东湖。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上接第一版）

面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目前我国

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

正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公共体育

（项涓 聂伟）

全运会田径渭南赛区比赛举行
本报讯

备受瞩目的第十三

国家体育总局改革小组深化体育

届全运会田径比赛陕西渭南赛区

改革的重大举措及决心。这不仅对

开幕式8月18日在渭南市体育中心

我国体育的“跨界跨项”选材起到

体育场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进一步的推广作用，更对我国田径

李颖川、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

项目后备人才建设、备战东京奥运

理中心主任于洪臣、陕西省体育局

会、推动田径项目可持续发展起到

局长姚金荣、渭南市市长李明远等

极大的促进作用。

出席开幕式。

本次比赛在渭南举行，社会关

本次比赛是自80年代以来首

注度高，赛事意义重大，对运动员

次设置青少年田径项目，其中创新

影响深刻。比赛也是对渭南承办高

性首次设置跑跳二项和跑游二项

规格大型赛事的综合检阅，将为陕

全能比赛，首次邀请华人华侨及港

西省承办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

澳台青少年运动员。这些“首次”深

动会积累宝贵经验。

刻诠释了以苟仲文局长为组长的

（刘小龙）

全运会湖北代表团会议为出征壮行

赵爱国说：“新建小区在做规划的

城镇的体育健身设施仍不能很好地满

希望体育、 教育等部门联手推动学校

设施专题调研， 现已完成调研报告初

本报武汉8月20日电 记者邹

对代表团各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时候就应该考虑体育设施的问题。 但

足群众的健身需求。 除了上文提到的

体育设施在一定时段内向社会开放、

稿。在调研基础上，将研究出台相关文

丽报道：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湖北

明确工作要求，也是为出征决战壮

以前有关规定是将健身设施纳入文体

法律法规配套实施细则缺失和落实不

实现资源共享。

件，组织修订相关标准，指导地方在城

体育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湖北

行。希望代表团全体同志为湖北赢

（文化、体育）设施的范畴，没有对体育

到位的情况之外， 还存在着各级政府

赵爱国说， 国家体育总局计划研

市规划工作中认真落实， 加强社区体

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召开。 湖北体

得新的荣誉，争取更大的荣光。 代

设施单独界定。 在小区建设规划审核

对体育健身设施的投入不足、 体育健

究提出关于推动中小型体育场馆、全民

育健身设施建设。

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湖北省体育局

表团副团长，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

的时候，体育部门无法介入和参与。即

身设施建设及服务标准体系不完善和

健身中心免费或合理收费开放的政策

住建部为此将联合体育部门研究

领导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参加

记、局长胡功民通报了湖北参加十

使解决了规划审核这个环节， 还有一

体育健身设施统筹建设和资源整合力

措施，会同住建部制定关于体育健身设

制订《体育公园设计导则》等相关技术

决赛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参加。 湖

三运会的基本情况，并对下步相关

个验收和监管的问题。 下一步需要对

度不够等问题。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将中小型体育场

规范， 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体育专

北体育代表团团长、 湖北省人民政

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馆、社区健身中心等体育健身设施建设

类公园和兼容健身运动场地、 设施和

府副省长郭生练出席会议并讲话。

纳入城乡规划，实现
“
多规合一”。

休闲游憩为一体的公园绿地。

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而

住建部相关人士也表示， 开放学

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各方协调推进。”

校体育设施， 是有效解决群众就近开

赵爱国坦言，总体看来，虽然方方

展体育活动的重要途径。 目前， 我国

（上接第一版）

苦不苦 看看琼中小女足
琼中女足第一批队员组建后，开

住建部有关人士也表示， 住建部

深山玫瑰别样红

（执笔记者王镜宇、吴俊宽、苏斌）

训练，重新赢回来。 肖山说，姑娘们淳
朴、不服输。“也许我们在技术上不占
优势，身高也不足，但我们有速度，有
体能优势，更有拼搏精神。 ”

始了日复一日的训练。 但她们的第一

菜。几年下来，姑娘们个个都成了种菜

课并不是学习带球、接球、传球，而是

能手，地里的茄子、生菜、大葱都长得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黄巧祥身

靖怡共贡献4个进球。皮肤黝黑的王靖

割草。 首批队员高禹萱说：“我们的球

很好，球队也因此有了更多蔬菜补给。

上：因为爬树快，黄巧祥被同学推荐过

怡是队里的进攻核心， 也是球队的中

场上是泥土场，没人打理，草都长到膝

吃的问题解决了，住还没着落，当

来踢球，她练习专注，胆子也大，别人

场大脑和队长。2013年，肖山到琼中红

盖了，旁边跑道也是土、沙子，每次训

时球队连专门的宿舍都没有， 只是在

不敢接的头球，她跑上去就顶，从不畏

毛镇希望小学挑选苗子时， 一眼便相

练前，都要拿镰刀先割草。 ”

一间废弃的课室内摆了20多张床，22

缩。黄巧祥很快成为教练的心头宝。可

中了极具天赋的王靖怡。 对于全新的

每天凌晨5点半，女足姑娘们的
“
足

个队员，挤在一起。 当时天气很热，也

这块“队宝”第一次随队出省比赛却一

足球生活，王靖怡坦言起先并不适应，

球生活”开始：先是围绕操场跑10圈，每

没有条件装风扇， 住在里面就像蒸桑

点忙也没帮上。 没接触过现代化生活

“每天起码要训练4至5个小时，常常会

圈400米，然后颠球，熟悉球性，直至两

拿。 队员们倒是很看得开，高禹萱说：

的孩子，坐不了车，也闻不了宾馆空调

累得在课堂上打瞌睡。 ”慢慢地，小姑

个小时后上课。 下午放学后，16点30分

“让前门开着，后门开着，风就把我们

的味道，还没开始比赛，就快把胆汁吐

娘习惯了这种方式，不觉得累了，甚至

光了。

就连遭遇关节扭伤、肌肉拉伤、双腿红

又开始进行运球、传球和停球等基本训

的汗吹干了。 ”

朋友，走到哪里都能交朋友。 ”

在今年全运会比赛中，13岁的王

练， 接着还要在4分钟内跑完800米，直

琼中女足的姑娘们常年在高温下

检验训练效果的最好方式就是比

肿这些足球职业伤王靖怡也会选择坚

至天黑。为了在基础水平有限的情况下

暴晒，个个黝黑，加之球队规定不能留

赛。琼中女足慢慢走出了县城，到省城

持。在2015年“哥德堡”杯赛中，膝关节

快速进步，姑娘们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长发，都是假小子。 高禹萱说，以前全

海口，到全国各地参赛，甚至还到瑞典

韧带拉伤的王靖怡咬牙坚持上场，一

而且训练时间还要相应延长。

队出去， 街上老有人在背后议论这是

斯德哥尔摩参加“哥德堡杯”的比赛，

共踢进10个球。

郭生练在会上表示，今天召开
湖北体育代表团第一次会议，既是

据了解，截至目前，本届全运
会湖北省代表团已取得了5金2银4
铜的成绩。

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起航
本报讯

记者季雪峰报道：第

素质为宗旨。 本次比赛以
“
驰骋梦想

十八届三圈霸道杯“我爱祖国海

草原，拥抱绿色海疆”为主题。 选手

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

们将在为期四天的比赛中， 在航海

总决赛8月19日在呼伦贝尔市开

模型制作赛、航行赛、遥控赛、创新

幕。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

项目赛、大学生创新赛等五个大项，

市、计划单列市、澳门特别行政区

共30个小项进行比拼。 同时，还举办

等近百个城市和地区约1500名优

航海模型绘画比赛。

秀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总
决赛。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教
育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

自1994年举办以来，
“
我爱祖国

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疆” 教育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7

共同支持，“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

届，始终以弘扬爱国主义主题、培养

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活动组委

青少年实践能力和提升青少年科技

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体大有了战略合作伙伴

长时间训练也就罢了， 对于姑娘

男的还是女的，队员们只是笑笑。买东

成绩越来越好。 队员们第一次见到了

靠着“小快灵”的技术特点、体能

近日， 国奥控股集

探索足球和橄榄球教育的新型模

最大的“敌人”还是伤病：由于球场坑

西时，店主经常问：
“小伙子，买什么？”

大海，第一次坐上火车、飞机，第一次

好的优势以及不服输的韧劲、 勇于拼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体育大学

式，重点落实推动足球、橄榄球文化

本报讯

洼不平、积水严重、满地石子，很多姑

买内衣时， 更是被人投以怀疑和异样

出省、出国。而她们的比赛故事也渐渐

搏的精神， 琼中女足逐渐在全国崭露

正式签署共建国家男子和女子足

发展，让体育的种子落地生根，结出

娘都有脚踝骨裂。也正因如此，在割草

的眼光……“我们都习惯了， 黑了挺

多了起来。

头角：从2012年开始，琼中女足连续获

球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中国足

硕果，走向世界。

之外， 姑娘们还多了一项任务——
—捡

好，挺健康的，说明我们更结实了。 ”

2007年冬季， 琼中女足代表海南

得全国U16女足锦标赛第三名、 全国

球运动学院及共建中国体育产权

此外， 国奥控股集团股份有

石头。

高禹萱笑着说。

肖山说，这群孩子来自大山，最大
的特点就是能吃苦，这让他很感动。

队前往广东清远英德市参加全国青少

U18女足锦标赛第四名。 2015年、2016

交易中心、 中体投资基金的战略

限公司和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王霞是教练从毛坯房里“捡”回来

年足球冬令营活动及比赛， 这是她们

年， 琼中女足连续两年代表中国夺得

合作框架协议。

成立的北京国安金冠足球事业发

的姑娘。 她家里孩子多，一贫如洗。 父

第一次正式的比赛。她们在比赛中，以

“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冠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

展有限公司向北京体育大学教育

当时， 队员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

母让她进入球队， 就是希望她不要再

0比8、0比9等大比分惨败，这给了球队

军，今年完成了“三连冠”，其间甚至击

表示， 与国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基金会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国

每天5元， 在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

回农村过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

当头一棒。那时，姑娘们见到其他队伍

败过皇马、 巴萨等世界豪门俱乐部的

议，标志着双方优势互补，实现跨越

奥奖教金”，以提升北京体育大学

根本吃不饱。 为了节省开支， 教练在

活。王霞说，踢球前，她虽然生在海南，

都不敢抬头。

女足青年队！

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为

体育教学水平和体育智库建设，

球场旁边开辟了一块空地分给队员种

但是从没出过远门见过大海。 踢球后

好在坚韧、 顽强是海南女性共有

国家培养拥有高等文化素养、 高等

助力促进体育教学事业发展。

菜。姑娘们每天早晨训练完，就要去种

她变得自信、 强大，“全世界都是我的

的品质，她们暗暗立誓，以后一定好好

体育技能的新一代体育人才， 着重

（冯 蕾）

琼中女足已成为中国足球的骄
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