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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梅赛德斯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在颁奖仪式
上庆祝。当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020赛季世界一级
方程式锦标赛（F1）西班牙大奖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英国车手
汉密尔顿以1小时31分45秒279的成绩夺得冠军。新华社发

日本医学专家：
疫苗是奥运会能够举行的唯一保证

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因疫情退出美网
8月17日，国际米兰

队球员马丁内斯（前右）庆
祝进球。

当日，在德国杜塞尔
多夫进行的 2019-2020 赛
季欧罗巴联赛半决赛中，
意甲国际米兰队以5∶0战
胜乌超顿涅茨克矿工队，
晋级决赛。

新华社发

晋
级
决
赛

▶省体育局机关大院家属小区门
口铺设的智能化健身路径。

本报记者 郁鑫鹏摄

新华社东京8月18日电
（记者王子江）日本大阪大
学微生物病研究所教授松
浦善治日前表示，如果没有
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明年
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很
难举行。

松浦善治透露，为了确
保奥运会的举行，日本政府
正在集中力量研发疫苗。他
说：“他们（日本政府）想让奥
运会能够在明年举行，并且
表示疫苗是确保奥运会举行
的唯一途径。”

松浦善治 1986 年在日
本北海道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后来在牛津大学病毒研
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回

到日本后在国家传染病研究
所任肝炎病毒实验室负责
人，2015年至 2019年期间担
任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
所长。

日本自 7月以来疫情形
势严峻，确诊病例不断创造
新高，17日全国新增确诊病
例 644 例，新增死亡病例 15
例，其中东京都新增确诊病
例 161例。东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曾表示警告，如果首
都疫情继续恶化，不排除宣
布东京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东京奥组委早些时候表
示，他们将在9月与日本政府
和东京都政府召开会议，讨
论明年奥运会的防疫措施。

武磊与西班牙人续约至2024年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17

日电 （谢宇智）西班牙人俱
乐部 17 日官方宣布与中国
国脚武磊续约至2024年。

公告称，在过去几个小
时，俱乐部已和武磊达成续
约协议，新合同将于 2024年
6月30日到期。西班牙人与
武磊的原合同于 2020 年 12
月31日到期，并附带一年的
优先续约权。

除武磊外，西班牙人俱
乐部同时宣布，另外两名球
员迭戈·洛佩斯和迪达克都
将继续留队，前者与球队续
约至 2021年 6月，后者则续

约至2022年6月。俱乐部透
露，三名球员都接受了降薪
以适应西乙联赛的情况。

西班牙人在 2019-2020
赛季以西甲最后一名的成
绩降入西乙。近日球队已
开启重建工作，聘请维森
特·莫雷诺出任一队新主
帅。队中一些旧将也选择
留队征战西乙，为球队下一
年冲甲奠定基础。

武磊于 2019 年 1 月加
盟西班牙人，迄今为止已在
正式比赛中为球队出场 65
次，打入 11 球，并贡献 2 次
助攻。

8月18日，来自重庆的赵浩冲过终点，最终他以2小时51
分56秒获得单日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

当日，为期五天的环青海湖超级马拉松在青海湖 151景
区开赛，来自国内外近 200名跑步爱好者在青海湖畔体验高
海拔马拉松的乐趣。 新华社发

8月16日，TS豚首战队队员及教练张凯（左一）与金凤凰
杯合影。当日，在2020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总决赛中，TS豚
首战队以4∶3战胜DYG战队，捧起金凤凰杯。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7 日电 （记者王集旻）网球
女单世界第二、罗马尼亚名
将哈勒普 17日宣布，由于疫
情的蔓延，她决定不参加即
将开战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由于美国的新冠疫情迟

迟没有得到控制，即将开幕的
美网连续遭遇球员退赛的重
创，包括女单排名世界第一的
澳大利亚选手巴蒂以及加拿
大球星、女单卫冕冠军安德烈
埃斯库在内的数位排名世界
前十的球星宣布退赛。

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精神，展示在省委省政
府正确领导下我省体育事业不断
取得的新成就，进一步凝聚发展
动力，本报即日起推出“江西体育
逐梦新时代”栏目。

栏目系列稿件将聚焦我省以
人民为中心，开门办体育的生动
实践，突出江西体育融合发展、创
新发展的特色、亮点及经验、做
法。此组稿件也将同时在江西新
闻客户端、江西日报文体首发微
信公众号上刊登。敬请读者留
意。

开栏的话▶▶▶

“今天散步的时候，看到操场上又有
人在拍婚纱照，省体育局机关大院变成网
红打卡地了……”7月31日午后，省体育局
宣教法规处干部小甘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里发出上述文字，并配上了图片。图片
中，蓝天白云下，省体育局机关大院外田
径场内的足球训练场上，新娘身披洁白的
婚纱，新郎一身运动休闲装，他们手牵手，
分立角旗杆两侧，红色的塑胶跑道是前
景，绿色的草坪、树木以及健身的人群为
背景。

信息发出后，小甘的朋友圈立刻“泛
起一阵涟漪”。有人留言说“不知不觉，我
们大院变成了体育公园，来健身打卡的人
越来越多”，有人评论“大院大门常开，大
院里面适合健身的地方还在开发中,以后
公园里的健身风景还更漂亮”，有人说“希
望越来越多的机关大院变身体育公园，成
为人们乐意前往的健身打卡地……”

小甘朋友圈里网友热议的一幕，是我
省着力将省体育局机关大院打造成省全
民健身运动中心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
来，通过拆除围栏、还地于民、搭建平台、
提升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江西省全民健身
运动中心呼之欲出。

拆除围栏还地于民
省体育局机关大院位于南昌市福州

路 28号，占地约 318亩。相比别的机关大
院，省体育局机关大院确实有些特殊，它
集单位办公、专业训练、居家生活、业余健
身于一体。

到过省体育局机关大院的人都知道，
大院里有许多训练场地、设施，如球类馆、
田径场、网球场等，场地设施也非常好，但
因为专业训练的特殊性，过去它们或砌了
围墙，或装了围栏，或架了围网，对于里面
的训练情况，路过的人只能隔墙听听、隔
网望望，许多适合全民健身的场地似乎与
普通百姓无关，难为健身群众所用。

如今，进出机关大院的人们都有这样
的感觉，大院似乎一天比一天“变大”，可
以健身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按照开门办
体育的思路，继去年提升改造老田径场，
使之变成南昌市的健身地标——省体彩
健身场之后，今年我们又陆续拆除了外田
径场的围栏、网球场四周的围栏、省体育

馆东南面的围栏，让大院的场地设施更好
地为老百姓健身使用。”省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从省体育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了解到，省体彩健身场占地面积约2.6万平
方米，2019年从省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拿出
3000万元完成提升改造，今年将继续对场
内提升改造。外田径场占地面积约 1.9万
平方米，功能定位是既能开展专业训练又
能兼顾全民健身。另外，占地约4900平方
米的室内田径场，在 800万元体彩公益金
的支持下正在开展提升改造，它的功能定
位中也兼顾了全民健身。

“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场地，过去，我
们只能隔着高高的围栏远远地看一看。”8
月14日傍晚，在外田径场红色塑胶跑道上
散步的南昌市东湖区大院街道市民刘云
明高兴地说：“现在的大院，我们可以在树
荫下散步，可以到足球场上踢球，到塑胶
跑道上跑步，去沙坑里跳远，还可以到专
业球台上打乒乓球……这么好的场地、设
施就在眼前，自然就有一种参与健身的冲
动。”

围栏是一种有形的障碍，也是一种无
形的隔阂，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安
放”在围栏外。其实，有围墙围栏，安全隐
患同样存在。曾经就有人翻围栏去场内
健身，结果被围栏上的尖锐物体刺伤，引
起了纠纷。在拆除外田径场围栏的时候，
有人担心，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会不会伤害
到路人呢？经过专业人士多次测试，这种
危险性极小。因此省体育局下决心拆除
了围墙、围栏，最大限度地把适合全民健
身的场地、场所、设施还给健身的百姓。
相关部门拆除外田径场约 500米的围栏，
设置了一圈总面积约 250平方米的花箱，
健身群众纷纷表示肯定，认为这样消除了
安全隐患又美观大气。

按照“让地于民”的思路，省体育局在
拆除运动场的围栏之后，陆续拆除了大院
停车场、省体育医院、大院机关家属小区
的围墙，并将“发掘”出来的空间用彩色沥
青硬化、连接，融入院内道路系统中，逐渐
形成几条闭环式健身步道。过去，杂草丛
生的旮旯角落，现在不仅成为健身步道的
一部分，还成为打造健身景观的好地方。
省体育局因地制宜在健身步道的转角处，

开辟出多个主题健身小广场，有运动雕塑
的，有健身路径的，有休闲娱乐的，让绿树
掩映的健身步道增加了文化品位。

破解百姓健身难题
省体育局机关大院坐落在南昌市的

中心城区，光是大院里就生活了近 800户
3000 多名居民。因为省专业运动队训练
与老百姓健身在时间上存在冲突，加上场
地不足、设施不够等客观因素，院内居民
及周边群众存在在家门口健身难的实际
问题。

《江西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
动 2019年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强全民健
身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社区 15 分钟健身
圈；合理利用空置场所建设健身设施，逐
步实现“公园体育化”。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去年以来，省体育局在细致调研、多
方论证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对院内老旧省
体育场维修改造和功能提升工程的进度，
并推动其于2019年8月3日正式向社会开
放，也由此拉开将省体育局机关大院打造
成省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帷幕。这是继
2016年3月将省奥林匹克中心打造成省体
育彩票全民健身广场之后，省体育局引领
开展全民健身的又一扎实举措。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省体育局陆
续将机关大院内的田径、游泳、武术等省
专业训练队，搬迁至南昌市瑶湖附近的省
奥体中心开展训练，同时也带动、提升南
昌城东地区群众全民健身、运动训练的水
平。接下来，省体育局将把这些空出来的
专业训练场地、场馆用到老城区群众的全
民健身，让老百姓家门口的体育公园内容
更丰富、服务更高端。据悉，今
年年底前，除了省体操队，其余
省专业队全部将搬离机关大院。

记者看到，占地 40 余亩、改
造一新的省体彩健身场功能齐
全、设施完备、内容丰富、环境优
美，已从过去的单一田径场，变
身为一个全民健身综合体，从过
去重心服务运动队训练，到现在
聚焦老百姓全民健身，从过去仅
提供跑步、踢球两个健身项目增
加到现在可同时开展篮球、足

球、气排球、门球、乒乓球、广场舞等8项运
动的全民健身好去处。省体育局群众体
育处负责人刘钢告诉记者：“省体彩健身
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定位全民健身，坚
持公益惠民，面向全社会开放，为群众就
近、就便健身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

为适应时代要求，凸显服务意识，我
省请来专业运营团队融合智慧管理理念，
为省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研制开发了全民
健身 APP，搭建智慧健身平台，方便群众
线上线下预约健身。“平时跑 3 公里你可
能觉得不会特别累，但是在 VR 环境中，
按照科学训练的节奏，跑 3公里不一定轻
松。”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得
道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红斌这样
对记者说。

值得一提的是，省体育局还在省直单
位率先启动了光伏太阳能应用示范项
目。记者了解到，他们累计投入 1000 万
元，在院内 3栋屋顶和停车场建设总装机
容量为793.75千瓦的光伏太阳能电站。

为了提升体育公园的服务内容和服
务质量，省体育局还加强了对体育场馆的
规范管理，推动各省级单项体育协会“入
驻”省体彩健身场，并举办各种公益培训
班，密切体育协会与健身人群之间的联
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就近就便”科学
健身需求。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
着力挖掘、发挥省体彩健身场的样本和标
杆作用，是为了推动更多老旧场馆升级改
造，进一步有效破解群众健身去哪里难
题，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打开大门，拆除围栏，还地于民，或许
还有更多机关大院成为老百姓乐意前往
打卡的体育公园。

拆除围栏 还地于民 搭建平台 提升服务……

机关大院变身体育公园
本报记者 郁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