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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公园的宁波新路

本报记者

王

晶

从今年5月初开始，经过6个月的备战，中国
花样滑冰队在家门口迎来奥运赛季的第一次重
大比赛，同时也是重要的奥运积分赛——
—中国杯

本报记者

场地需要提前预约。

蒋亚明

这时，万科物业没有自大，他们主动引

趣味活动区、场地运动区、林荫道、健身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这是平昌冬奥会前的一次
大考，中国队成绩不错，获得一金两银。

与设施功能相比， 更让人称道的

进了专业的体育团队“驻场”。 例如，引

步道及林间铺装场地等，积极构建群众

是这座全开放式体育公园的 管 理 方

进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的体育项目企

身边的健身休闲场所。 例如，湾塘村中

中国花样滑冰队在上赛季刚一结束就奔赴

省宁波市镇海区的庄市绿轴体育公园

式——
—这是一座由公园旁万科城小区

业进行专业的管理和运营， 为百姓健

心公园通过征地扩建，增添和改造篮球

加拿大，请著名编舞师劳瑞为新赛季编舞。 由于

还没迎来人流高峰， 但已有一些健身

的万科物业管理、运营的体育公园，27

身提供更专业的团队， 当然也包括咖

场、门球场、健身路径、儿童乐园、步道等

是奥运赛季， 选手们在舞蹈编排上下了很大力

爱好者开车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他

名员工承担着目前公园的管理、 维护

啡店、小驿站这样的休闲设施。 丁雪琴

体育设施，蛟川街道在已有的生态公园

气，在增加难度的同时，力求新颖，采用了《图兰

深秋季节的一个周五下午， 浙江

们在入口处保安的指引下找到车位停

工作。 虽然万科是这座公园的出资方，

说，在这个过程中，万科物业会对驻场

内增添了篮球场、门球场、足球场、游步

朵》《梁祝》《十面埋伏》等曲目，突出中国风主题。

好车，开始健身前的准备……

并且万科物业还是管理方， 但公园对

的“第三方”再进行监管、评估。

道、健身路径等体育设施。

经过6个月的训练队内测试赛、 全国大奖赛等赛

虽然公园内的健身步道上、 儿童

周边所有楼盘小区的居民都是一视同

第三方的增多并没有增加健身群

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徐健告诉记

游乐区里， 只有一些老人带着小孙子

仁， 公园欢迎并热情服务于每一个前

众的负担，事实上，绿轴体育公园大部

者，本月初，宁波市政协开展提案办理

悠闲地散步、游玩，但室外足球场内却

来的健身者。

季初的一系列比赛，不断查找问题，打磨节目，弥
补短板。

分设施场地是免费的， 部分收费的场

“回头看”督查会上，市体育局就落实

带着这样的目标，10月初， 彭程/金杨、 金博

早已热闹起来， 一个足球培训机构租

镇海区教育（体育）局体育科科长

地也实行了最优惠的价格。 丁雪琴介

《关于推行“公园+体育”模式增加全民

洋、 闫涵分别参加了芬兰杯和尼斯杯两站B级比

用公园场地开设的培训班陆续迎来放

梅栋介绍， 在市区找出这么一大块地

绍，公园内包括网球、羽毛球、乒乓球、

健身设施的建议》 提案作了汇报。 他

赛，夺金揽银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对新节目和新

学的小球员， 利用公园里相对清净的

建设体育公园在地少人多的镇海实属

篮球、 足球等场地的价格要远远低于

说， 这项提案在去年的市政协十四届

赛季的信心。

这个时段，上起了足球辅导课。

不易，但更难的是公园的管理和运营，

市内健身场馆， 而门球场这样面向老

五次会议上提出后， 得到充分重视和

无论是交给体育部门、 园林绿化部门

年人的场地，更是只要每人2元就可以

较好落实。

还是街道政府， 都不可能有专门的机

玩了。 梅栋介绍，实际上，对于普通的

去年， 宁波在江北姚江绿岛公园

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有望参加12月7日至10

构和人手负责公园的日常管理， 把公

健身者来说， 绿轴体育公园里也不缺

先行尝试“公园+体育”模式，先后启动

日在日本名古屋进行的大奖赛总决赛。 如果不出

—万 科 物 业 来 管
园 委 托 给 第 三 方 ——

专业科学健身指导。 目前，镇海区的不

棋院、 健步道、 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建

意外，他们将携手参加平昌冬奥会，是奖牌的有

理， 开辟了一条健身场地服务百姓的

少社会体育指导员、 体育老师平常都

设，给周边市民提供了一个环境优美、

力争夺者， 世界冠军隋文静/韩聪还将向金牌发

新路。

会到园内服务、指导。 例如，夜跑跑团

设施完善的健身场所。 目前，政府部门

起冲击。 刚刚在国际滑联B级赛芬兰杯上夺冠的

中本身就有不少体育老师， 区体育部

积极推广这一模式， 建成了高新区体

彭程/金杨将参加11月17日至19日在法国格勒诺

门每年都会对这些社体指导员进行审

育主题公园、 镇海区绿轴体育主题公

贝尔进行的国际滑联大奖赛第五站比赛，有望获

验、考核，并配发相应的服装、装备等。

园和江北姚江新城滨江绿化带等，同

得平昌冬奥会的第三个名额。 中国队3对双人滑

因能复制而壮大

时在已经建成的体育公园内建设了一

组合将携手作战平昌，力争再现2010年温哥华冬

批体育设施。 而下一步，宁波计划在盘

奥会盛况。

园区内秩序井然， 身着制服的保
安、保洁员在巡视、检查……

小区物业管理运营
绿轴体育公园位于庄市街道合生
国际城旁， 地处万科城等几大住宅小
区的环抱之中，总投资近两亿元，用地

专业人做专业事

面积约11.62公顷。 公园是镇海区首个
集公园休闲、运动健身、竞技体育等功

绿轴体育公园开园运营已有3年

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文化综合 体 项

时间，但目前园内的硬件设施、场地器

目， 曾被列为2014年宁波体育十件大

材却丝毫见不到“岁月”的痕迹，要知

事之一。

道，这还是在使用率非常高的条件下。

梅栋说， 绿轴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目前， 中国双人滑已获得3个冬奥会满额入
场券， 隋文静/韩聪和于小雨/张昊在中国杯赛上

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 在新建公园绿

男子单人滑由金博洋和闫涵担纲。 两届世锦

花
滑
信
心
满
转
出
中
国
风

由于公园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

万科物业项目经理丁雪琴告诉记

之初， 其实只是想在建一个景观公园

地中间同步规划体育设施， 满足市民

了青少年、儿童、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

者，这是因为，在公园硬件的保养和维

的基础上，多一些体育元素，但这几年

对体育健身的需求。

健身需求，确定了“生态环保、全季全

护上，他们是“专业”的。 事实上，公园

的实践效果如此出乎预料， 让这条成

徐健说，政府部门将从满足“人民

杯上遗憾地与冠军擦肩而过。 金博洋还将参加11月24日至26日在美国

民”的设计主题，所以建设有篮球、足

的设施、建设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很多

功经验不断在镇海区、宁波市推广，类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度出发，

普莱西德湖进行的大奖赛第六站比赛，以期获得更多积分，在平昌冬

球、网球、门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

人性化的设施都是物业管理团队在日

似的大小“公园+体育”模式正在不断

在贴近社区、居民区附近增加“公园+

奥会上创造佳绩。 闫涵年初接受肩部手术，缺席了今年世锦赛。 8月伤

轮滑、极限运动等多类项目场地。 由于

常使用中逐渐完善、不断累积的。

被复制。

体育”的场所，方便群众使用共享；在

愈复出，状态呈上升趋势，接连夺得全国大奖赛和尼斯杯赛冠军，中国

设施齐全、功能多样，公园建成后受欢

赛铜牌获得者金博洋以技术和难度著称，被誉为
“四周跳小王子”。 奥运赛季他的自由滑节目中编排了5个4周跳，中国

不过， 万科物业毕竟不是专业的

目前，镇海逐步对原有的综合性公

交通方便、 人流聚集的地区设置体育

杯的第五名积累了较高积分，成功找回了自信。 金博洋和闫涵基本上

迎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它不仅是周边

体育管理者， 这样一座大型的综合性

园、社区公园、村中心公园，专类公园及

设施节点， 集中配建； 利用现有的公

可以锁定平昌冬奥会男单两张入场券。

群众的健身场所， 还吸引着很多其他

体育公园， 单凭物业公司在小区管理

街旁、路边绿地等各类公园绿地进行改

园、广场等空间，串点成线，为城乡建

地方的市民前来运动、休闲，很多热门

服务上的经验和技术明显是不够的。

造提升，因地制宜，增设小型健身广场、

设添加体育健身休闲元素。

平昌冬奥会中国只有一个女单名额，原本是李子君、李香凝、赵子
荃3人之间的竞争， 受腹股沟旧伤困扰的李子君日前退出了中国杯和
法国站两个大奖赛，目前仅积8分，入选平昌无望。 赵子荃目前积18分，
无论是技术和状态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积30分的李香凝将参加
11月24日至26日的美国站比赛，有望获得平昌冬奥会入场券。
中国头号冰舞组合王诗玥/柳鑫宇近年来在美国跟随俄罗斯教练
训练后，水平得到很大提升，目前积分在3对冰舞选手中最高，将成为

图片新闻

唯一一对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中国冰舞选手。 但他们与世界顶尖水平选
手差距仍然很大，要完成在平昌冬奥会上进入前12名的目标，在难度
和动作细节方面还需更加努力。

北体大中国足球运动学院
跨界跨项选材
本报讯
11月8日，在2017澳门

国足球运动学院于近日正式启

会责任和国际水平的新时代足

动招生。 据悉，学院组建了国际

球运动人才。 学院建立了完善的

赛混双第二轮比赛中，中

化选材团队，通过定向选拔和跨

资助体系和激励机制，学员将享

国选手郑思维/黄雅琼以2

界跨项选拔两种方式， 面向新

受食宿全免、生活补助、训练比

比0战胜韩国选手金元昊/

疆、甘肃、辽宁、江苏、贵州、海南

赛资助、训练装备资助、家庭困

李幽琳。 图为郑思维（后）

等6所分院及内蒙古自治区定向

难资助、伤病保险资助等一系列

和黄雅琼在比赛中。

选拔450名U15、U18年龄段男、

资助，优秀学员将有机会获得海

新华社记者

女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面向全国

外学习培训全额资助。

张金加摄

154个国家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

北京体育大学与社会资本

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和全国初级

共同成立国奥足球俱乐部，优秀

中学、体校及社会各界跨界跨项

学员将有机会参加中国足球职

选拔150名U15年龄段男、 女青

业联赛，甚至代表国家征战国际

少年足球运动员。

赛场；符合北京体育大学招生政

学院致力于打造高端化、贯
通化、国际化的竞技体育人才培

灿

实习记者

刘昕彤

运动员是国家的一类特殊群体，因此在运动员保
障政策的制定上更要考虑其特殊性，在此基础上制定

列运动员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参保、伤残互助保险、职

近年来，为了帮助运动员了解自身优势，指引发

业转换过渡期、文化教育和职业规划、自主择业经济

展方向，总局不断开展运动员职业辅导和就业服务工

策和条件的学员，也可以就读北
京体育大学，进行深造。

养新模式和国家主导的足球青

——
—运动员保障政策介绍

王

训体系， 培养具有国家情怀、社

羽毛球格兰披治黄金大奖

精准发力 星火燎原
本报记者

北京体育大学中

（项

涓）

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启动

补偿等方面的政策，得到了地方体育部门和运动员群

作，进行了各类职业转型培训，组织编制了运动员职

本报讯 记者黄心豪报道：

好者利用双休日，走出市区到郊

体的肯定和好评。

业发展手册、运动员职业发展读本，建设了运动员职

由广东省体育局指导、广东省自

区、乡村去骑行，更有俱乐部组

适合的政策。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根据国家关于养老保险改

业发展网络课堂，并组织开展了运动员职业指导团队

行车运动协会主办的广东省第

队跨市跨省骑行， 绿色骑行，是

继续完善运动员收入分配和激励保障政策，实现社会

革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研究设计了运动员群体纳入养

建设、运动员就业服务基础类及示范性项目、体育职

四届自行车绿道联赛近日正式

便民、利民、为民的举措，是为民

保障制度对运动员全面覆盖。 要全面开展运动员职业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力求在参保范围、缴费

业信息网建设、运动员实习培训项目（繁星计划）等。

启动。

搭建我骑行我健康、我骑行我快

意识养成教育、 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培训工

基数、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指数等方面给运动员

今后，总局将在运动员保障工作中继续坚持创新

本次联赛本着“绿色骑行、

作。 要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完善运

最大的支持；在工伤保险领域，积极探索引入商业保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中

健康我行”的宗旨，比赛将在广

据介绍，赛事五站比赛将广

动员职业转换社会扶持体系，引导和鼓励退役运动员

险的可行性方式，并不断与人社部、财政部协调，争取

心思想，不断推进工作，让运动员群体共享体育事业

东黄村站、珠海站、佛山站、韶关

东珠三角文化、 粤港澳文化、粤

积极从事全民健身服务、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经营开

对运动员群体的政策倾斜，并组织开展了《运动员工

发展成果，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在融入体育事

站及揭阳站五站进行，同时将展

北山区文化及粤东沿海文化高

发等工作。 可以说，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为体育事

伤保险实用手册》的编制工作。

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开分站积分和累积积分两种积

度融合。通过赛事展现南粤大地

分方式，赛事总奖金高达11万余

的绿色生态、优美环境和民俗风

元。

情。 绿道骑行，推动当地绿色生

乐的平台。

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是体

在体育行业内部保障政策方面，总局引入中华体

育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竞技

育基金会这一力量，为运动员提供医疗照顾、就学经

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还是融入国际奥林

费、特困基金、创业扶持、伤残互助保险等政策扶持。

广东省自行车绿道骑行联

态建设，这与十九大报告当中关

匹克运动改革进程的大趋势。

此外， 总局还致力于构建运动员的综合保障体系，并

赛历经七年的倡导和建设，至今

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

在冬季项目开展了先期试点工作。

已深入人心，更多的老百姓和爱

中国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近年来，运动员保障工作卓有成效，出台了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