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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萌 王辉报道：由本报与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宣传局联合举办的2017年度有奖征文活动2月7

阳光少年感受冬日运动乐趣

日在京揭晓，《从体育比赛中汲取带兵灵感》《花样健身刷
爆朋友圈》《铁骑英才砺锋芒》《夯实“兵之初”》等18篇稿
件获奖。
2017年“强身健体为打赢”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军

本报记者

王

灿

的小选手们来说， 冰上龙舟不仅十分

大会作为一届改革的大会、 精彩的大

是那么的令她感到惊喜。 而对于自己

练兵一线普及科学健身理念，聚焦战斗力交流工作经验，

有趣， 而且富于竞争性。 一位来自广

会，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

的比赛，她说：“这次来到阳光体育大

扣准时代脉搏宣传先进典型， 紧贴强军实践报道工作动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

州的同学参加过冰上龙舟比赛后表

产建设兵团、 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会，我更希望和其他省市的小选手多

态，较好宣传展示了军队体育在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

来。 ” 赛龙舟不仅是一项传承千年的

示：“水上龙舟在广东非常常见， 大家

共33支队伍1948人参加， 达到历届之

多交流， 不论是花样滑冰的技术，还

造“四铁”过硬部队方面呈现出的新面貌和新特色。

传统习俗， 同时也是一项锻炼身体的

也都乐于参与， 但冰上龙舟我还是第

最。

是平时的文化生活，兴趣爱好。 通过

一篇篇征文生动地再现了多姿多彩的军营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 而冬季时分想要参与龙舟

一次参加。 赛过之后，我觉得冰上龙

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罗咏芝今

这个活动， 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生活。 2017年，来自部队贴近实战、贴近实际开展特色体

运动，尤其是在寒冷的北方，冰上龙舟

舟虽然很好玩， 但是要想划好可不是

年第一次参加冬季阳光体育大会，不

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样以后

育项目的报道， 让我们看到铮铮铁骨男儿苦练本领谋打

就成了不二之选。

一件容易的事。 划好冰上龙舟需要全

过与冬季阳光体育大会也颇有渊源，

大家就能随时交流了。 ”而罗咏芝这

赢的强军风采；描述基层部队的趣味赛事、强身健体故事

在2018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

队齐心协力，舵手要控制好方向，大家

小姑娘告诉记者，去年的冬季阳光体

次新认识的许多新朋友也纷纷邀请

的稿件，展示出群体之花在军营处处开放，在愉悦官兵身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上， 冰上龙舟不仅

必须按照鼓手的鼓点统一划桨， 否则

育大会， 她的姐姐就参加了。 回家之

她有机会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去看一

心的同时，增进团结，提升士气；表现教学和训练领域创

吸引了全国各地前来参赛选手们的兴

龙舟很难划起来。 所以我觉得冰上龙

后，姐姐向她介绍了在大会期间的种

看玩一玩。

新思维理念、改进方式方法的征文，着力展现出军队体育

趣，此次前来参加活动的三部委领导、

舟很好地诠释了集体的力量， 大家心

种见闻， 以及拍摄的当地美景照片。

阳光体育，阳光少年。寒冷的哈尔

明星运动员、 媒体记者也纷纷来到场

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方能达到胜利

从那一刻起罗咏芝就盼望着自己也能

滨，因这群特殊客人的到来，迸发出了

本次征文活动共收到1300余篇稿件以及大量图片，

地， 一试身手。 大家伴随着铿锵的鼓

的终点。 ”

参加一次冬季阳光体育大会。

冬日的暖意与运动的激情。 而参赛的

来稿内容丰富，体裁不拘一格，涵盖通讯、特写、人物传记

点，整齐地划动船桨。 一艘艘龙舟在
冰面上如离弦之箭一般划开来。
对于参加本次冬季阳光体育大会

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

这次来到哈尔滨，罗咏芝不仅参

体育大会是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青少

加了花样滑冰的比赛，而且参观了冰

年冬季大型综合类体育活动。 今年的

灯、雪雕。 在她看来，哈尔滨的一切都

与改革同行、与时代共进的崭新风貌。

小选手们， 也感受到了北国冬日的乐

等各类体裁，是近年来投稿数量较多、报道比较充分的一

趣与温暖。

次军队体育文化荟萃， 也反映出军队体育蓬勃发展的良
（哈尔滨2月7日电）

好态势。
欢迎广大官兵踊跃投稿， 电子版稿件请发至81jun-

内蒙古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qipiaopiao@163.com；纸质版信件请寄至北京市东城区体
育馆路8号中国体育报社《军体之窗》版，邮编100061。

征文获奖名单

近日，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体育

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局长谭景峰在会上作

一等奖（1名）

了题为 《积极履行新时代体育工作者的神圣使

《从体育比赛中汲取带兵灵感》

命，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的工
作报告，回顾总结过去五年体育工作，安排部署

作者：张化、朱爱忠、刘大君

单位：武警安徽省总队

单位：武警部队直属支队

二等奖（3名）

谭景峰强调，要加快推进足球改革发展，激

《寒冬时节再砺荣誉尖刀》

发足协的内生动力， 深化体育总会内部运行机

作者：陈业龙、尹林、叶楠

制改革，加强各级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要积

单位：32120部队

极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大力推动“六个身边”

《铁骑英才砺锋芒》

建设，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衡化，构建新时
代群众体育新格局， 大力传承推广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弘扬民族精神；要以夯实体育发展基础
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新格局， 加快推进竞技体

单位：66503部队
作者：崔恺、徐鹏

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五支队

单位：69220部队

作者：胡铮、许亚奎、张伟毅
单位：新疆军区喀什军分区

对外交流为重点， 扩大内蒙古体育文化对外影

《雪域边关竞技忙》

响力，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刘慎、范军、蒋敏杰

黄璐超）

单位：新疆军区克孜勒苏军分区

江苏省体育局长会议举行

《夯实“
兵之初”》
作者：杨杨、张武帅、李飞
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
《军营里的
“拼命三郎”》

本报讯 2018年江苏省体育局长会议日前

作者：李洋、刘青洲、郭伟峰

在南京举行。

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校区

过去的一年，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创新重塑军体之路》

导下， 江苏省体育系统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2月7日，2018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育大会雪地足球比赛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河口湿地公

近平总书记体育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紧

园举行。 图为小队员在比赛中。

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江苏省体育事业
改革发展继续深入， 进一步夯实了新时代体育

作者：杜林波、王帅

多点推进。二是公共体育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三

作者：张银春、郑贵立
单位：69236部队
《激扬冰雪迎春来》
作者：王子冰、王俊、陈绍兵
单位：69344部队
《三栖夺魁的
“全能战士”》
作者：谷永敏、战恒鑫
单位：61016部队
《上演空降兵版“速度与激情”》
作者：谭荣勇、戚勇强
单位：96969部队
《深山沟里
“玩转”体能》
作者：赵志华、汪建武
单位：96630部队

成都大力推动赛事名城建设
本报记者

是十三届全运会参赛续写辉煌，圆满完成省委、
本报讯

《健身软件点燃训练潮》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北京体育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公布

强省建设的基础。 一是体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体能“
新套餐”赢得官兵赞》

作者：陆振鑫、黄梁健

《精武强能当先锋》

为重点，加强体育服务功能；要以加强体育人文

单位：75135部队
《利剑出鞘试锋芒》
作者：孙浩

三等奖（6名）

业发展为核心，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以融合发展

作者：戴忠星、郭远华、屈望成

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育集约化，组织好2018年的重大赛事活动，筹办
好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 要以推动运动项目产

优秀奖（8名）
《引爆篮球魅力 激发强军动力》

作者：陈超、陈靖宇、赵亮宇
《花样健身刷爆朋友圈》

为重点，优化内蒙古优秀运动队改革布局，构建

单位：96317部队
《战鼓催征谋打赢》

作者：钟超、刘仕琪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

（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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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红杰

等消费功能，为成都打造世界赛事
名城构建核心支撑。

日前，北京体育大学

建设目标，明确了学校建设一流学

持续发展，建立人才梯队；改善教

收，确保竞技体育成绩处于全国第一方阵位置”

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正式公布。 方案

科的主要内容。 一是培养拔尖创新

师队伍结构，提高整体水平；建立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

按照规划，成都市将于2035年

的参赛任务。四是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五是体

共分建设目标、建设基础、建设内

人才；完善衔接有效、分类灵活的

师德长效机制，培养“四有”教师。

提出了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建成总长16930公里的天府绿道体

育产业再创新高。

容、预期成效、改革任务、保障措施

贯通培养模式；发挥多学科、多平

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包括完善

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目标任务，提出

系，串联城市功能设施及公共服务
设施， 市域五级绿化体系以及公

省政府交给的“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等六部分， 开启了学校建设综合

台的协同育人作用； 建立多层次、

国际合作布局， 建设全球合作网

了“五中心一枢纽”的发展路径。根

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江

性、高水平、有特色的世界一流体

多形式的国际合作培养机制。 二是

络；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建立长效

据成都市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硬

交、轨道站点、文化旅游设施，基本

苏省体育系统将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为根本任

育大学新征程。 学校一流学科口径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包括面向重点

合作机制； 统筹全球优质资源，提

件设施要求，着眼于承办综合性大

覆盖全市域。规划中的天府绿道将

务，全面深化体育改革，进一步提升公共体育服

是， 以体育学一级学科为龙头，以

研究领域，建设高端平台；回应国

高国际化办学水平。 五是传承创新

型赛事和国际顶级单项赛事需要，

具有生态保障、慢行交通、休闲旅

务能力、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体育产业发展水

教育学、心理学、临床医学、马克思

家战略需求，优化科研布局；集聚

优秀文化，包括形成“北体风格”一

按照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特别是东

游、城乡融合、文化创意、体育运

平， 确保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

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为支撑的交

科技拔尖人才， 打造创新团队；培

流大学文化；弘扬“北体学派”优秀

进发展战略，拟以“一城两区多点”

动、农业景观、应急避难等多种功

破，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叉学科群。

育重大创新成果， 促进成果转化。

体育文化。

实施整体布局， 遵循统一规划、分

能。 当前，全市已建设各级绿道线

期建设的原则启动核心场馆规划

路613公里。

（刘

云岭风采

本报记者

许

方案规划了学校一流学科群

敏）

三是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立足于可

（项涓 聂伟）

建设。

按照打造国际赛事名城中期

成都重大体育场馆设施共将

目标，成都市体育部门制定了未来

银8铜成绩。 群众体育方面，2017年云

规划34个体育赛事场馆。 其中明年

三年的行动计划。 根据计划，2018

云南加快体育强省建设

南首次实现省、州（市）、县三级《全民

开工建设的天府奥体城，总面积约

年至2020年该市举办的国际体育

健身实施计划》制定出台，体育融入省

85平方公里。 按照
“
山水城共融”理

赛事将达到67个，其中力争洲际锦

级各类公共服务规划28个， 涉及体育

念，规划形成
“
核心区、水上运动区、

标赛以上级别赛事达50%， 具有自

类项目资金规划18个； 实施各级各类

山地运动区” 三大奥体功能板块。

主品牌和成都文化特色的赛事达

育对外交往不断增容， 辐射领域不断

共体育服务体系，推进“体育＋”、“＋

全民健身基础设施项目1571个， 体育

其中，核心区约12平方公里，集中布

40%，重点打造足球、网球、篮球、乒

拓展。

体育”融合发展，构建“大健康”格局；

民生更加普及， 精准扶贫取得成效。

局主要场馆形成赛事场馆组团，并

乓球和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此外，

珂

2017年， 云南省体育事业结合省

在近日召开的云南全省体育局长

改革大型体育场馆低免开放补助的方

2017年， 云南省共举办约4000场次全

结合成都体育学院、城市副中心打

2021年至2025年举办的国际体育

情和发展实际， 全面推进体育工作取

会议上，云南省体育局局长尹勇表示，

式和模式。同时，云南还将抓好竞技体

民健身系列活动， 数百万群众参与比

造竞训及产业配套组团，形成产城

赛事将达81个，力争洲际锦标赛以

得新成效，具体体现在以构建推动云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大要

育发展，领航体育强省建设，强化复合

赛和活动，全程、半程马拉松赛事15项

融合的整体格局和
“
一心三组团”的

上级别赛事达60%， 具有自主品牌

南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为目标， 深化

素构成体育“四梁八柱”。 2018年云南

型团队建设， 推进竞技体育发展内涵

次，约14万人次直接参赛。

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以“七彩云南全民

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和体

建设，强化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探索推

健身工程”建设为载体，云南省公共体

育产业协调发展， 协调推进体育事业

进竞技体育资源的全省统筹。

育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 青少年

和体育产业齐头并进， 整合资源向基

在2017年度各项国际比赛中，云

体育工作得到加强； 以全力备战第十

层倾斜、向薄弱环节倾斜、向扶贫攻坚

三届全运会为抓手，竞技体育综合实

功能布局；水上运动区约40平方公

和成都文化特色赛事达45%。 而从

2018年， 云南省体育局将启动城

里，依托三岔湖核心资源，打造水上

2026年至2030年，国际体育赛事将

镇“千里健身步道”工程，致力打造社

运动中心及沙滩排球场等运动场

达到108个，洲际锦标赛以上级别赛

区15分钟健身圈， 集中实施5个县、10

馆。山地运动区约33平方公里，依托

事达75%， 具有自主品牌和成都文

南省运动员共获得冠军4个、亚军3个、

个乡镇、1000个村体育场地建设，培训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打造山地自

化特色赛事达50%。 届时天府奥体

倾斜。 新的一年，云南体育将开展“三

季军2个， 全国性比赛共获得冠军36

云南省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5000人，

行车赛道、国家级健身步道、小轮车

城核心场馆区建成并投入使用，成

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以跨界融合提质

级联创”， 推动全民健身齐抓共管；推

个、亚军45个、季军41个。 在第十三届

打造健身示范工程省级3个、 州市10

场等，同时满足赛事观光、健身娱

都将争取举办青奥会、亚运会、东亚

增效为目标，体育产业特色化发展；体

进“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完善公

全国运动会上，云南代表团取得8金14

个、县级20个、乡镇级50个。

乐、体育旅游、体育培训、康复医疗

运动会或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