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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加的斯队球员
洛萨诺（右）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西班
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比赛中，
皇家马德里队主场以0∶1不敌加
的斯队。 新华社发

▲10月17日，AC米兰队球员
伊布拉希莫维奇（左一）在进球后
庆祝。

当日，在2020-2021赛季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第四轮比赛中，
AC米兰队客场2∶1战胜国际米兰
队。 新华社发

亚足联宣布亚冠决赛将在卡塔尔举行

10月18日，福建豹发力队球员王哲林在比赛中传球。
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第一阶段首轮比赛中，山西汾酒股份队以99∶92
战胜福建豹发力队。 新华社发

以健康的名义
——“十三五”规划引领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时隔大半年，武汉体育中心里终于又
响起了杀球声。国庆期间，这座曾被改造
为方舱医院的体育馆恢复本职，羽毛球馆、
篮球馆等重新对外开放，预约人数爆满。

不只江城，高涨的健身热情席卷祖国
大江南北。北京举办了疫情发生以来的首
场游泳比赛，京津冀游泳公开赛暨北京市
全民游泳大赛吸引了1600多人劈波斩浪；
南国之滨，柳州国际水上狂欢节如期举行；
雪域高原，西藏登山大会圆满落幕……

以健康的名义。疫情催生健身成为
“刚需”，而这背后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
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十三
五”收官之际回望这五年，全民健身事业
硕果累累。

当运动成为习惯
河北唐山勒泰欧悦真冰场有位“名大

爷”，自冰场建成后天天出现，人称“元老
级冰友”。

66岁的刘揆一是钢厂退休职工，从小
学二年级起开始滑野冰，冰鞋一穿就是 50
年。最早只有冬天能上冰，后来北京、天津
新开了室内冰场，他也偶尔坐车去过过瘾。

2015年夏天，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花
落北京和张家口。转年，勒泰欧悦真冰场
建成，刘揆一每天上下午各滑两小时，风
雨无阻。在工作人员眼里，“比我们很多
员工滑得都好”。

冰场上驰飞了大半辈子，刘大爷越滑
越舒心。“家门口的冰场，人工冰质量好，
设施也有人管理，最重要的是一年四季都
能滑，这个太好了！”

借冬奥会之机，“十三五”期间，唐山
市建成滑雪场 6个、滑冰馆 3个、室外浇建
冰场 15个；冰雪进校园全覆盖，正努力实
现每个学生带动 1至 2名家庭成员参与冰
雪运动；每年组织冰雪赛事活动 200余项
次，300多万民众参与。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在天南海北涌
动。2018年，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首

次走出北方，来到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璨
璨，映照着“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丽
愿景。

正如刘揆一热爱滑冰，越来越多人养成
了运动的习惯，健身成为一种自主意识和
生活方式。马拉松一签难求，健步走大军
蔚为壮观，运动打卡成为时尚，户外运动、
极限运动夺人眼球，全民健身气象万千。

来势汹汹的疫情更是让人们对健康
体魄的渴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萌
发出奇思妙想的智慧，“客厅跑”、线上马
拉松一时盛行。

如今，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约为4亿，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的接近九成，大大小小的体
育社会组织活跃在人们身边。青少年踊
跃参与体育活动，体育在云南中考中甚至
占到了与主科比肩的100分。

不仅爱运动，还要会运动。目前全国
有近 300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为健身爱
好者提供科学指导。上海的“社区体育服
务配送”街镇覆盖率达到98.1%，2019年配
送体育服务6992场；北京在全市医疗系统
培训了 200余名运动处方师，探索体育运
动促进健康管理的新模式。

当场馆落地身边
垂地长鼻，一截短尾，四只窄脚撑起

半圆形的身躯——在天坛公园以跑步路
线描画一只大象，令不少首都长跑爱好者
着迷；

天坛以北 13 公里处是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北京奥运会后对外开放，成为
备受公众喜爱的游泳场所；

与之毗邻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树
木葱茏，十公里长的塑胶跑道掩映其中，
每天都有大量市民在此跑步、徒步，一众
京城跑团将此作为训练基地……

在“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得到充
分发掘利用，城市公园、小区绿地、健身机
构、体育场馆，运动场所无处不在。北京

还持续通过疏解腾退空间等建设体育场
地设施，仅去年就建成 150余公里长的健
走步道，西城区干脆把“城市即体育公园”
树为目标。

“健身去哪儿”成为大家的关注点，15
分钟健身圈在多地成为现实。2018 年 9
月，重庆开启利用边角地块修建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的民生工程，至去年底已建成 50
个公园，全市还有69个大型体育场馆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

成效显而易见。从2015年底至今，全
国体育场地数量从逾 170 万个增至 316.2
万个，人均面积由 1.57平方米增加到 1.86
平方米，超额完成《体育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提出的1.8平方米的目标。

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升级、提升民众使
用体验也是政府的着力点。杭州许多传
统体育场馆就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入
人脸认证系统，旨在实现全流程自助化。

不久前发布的《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再次强
调，要完善健身设施建设顶层设计，增加
健身设施有效供给，补齐群众身边的健身
设施短板，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
略的政策保障越发坚实。《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接连推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被写进十九大报告。

超越体育的力量
“广场舞大妈的公益能量大得惊人。”

陕西宝鸡操排舞协会会长程小丽笑言，旗
下 1万多名会员通常也掌管家政大权，如
果采取一致行动，产生的公益效果“好得
出乎意料”。

以垃圾分类为例，原本很多家庭不习
惯，协会便把会员们组织起来，举行垃圾

分类趣味运动会，普及相关知识。在家里
“一言九鼎”的姐姐阿姨们回家后，很快就
把垃圾分类推广开来。

体育的溢出效应体现在方方面面。
宝鸡人也爱打门球，尤其重视在农村推广
门球，省里第一个山村人工草坪门球场就
建在宝鸡陈仓区菜园村。用市门球协会
主席张春的话说：“把运动推广和农村移
风易俗结合起来，使更多的人‘离开麻将
奔球场，放下锄头打门球’。”

在位于祖国东南的浙江省，“运动振
兴乡村”同样让百姓尝到了甜头。金华市
武义县朱王村投资500万建起村民体育馆
和集体民宿，去年承办了浙江省少年儿童
短式网球锦标赛，不仅开创了“省赛村办”
新模式，还把村庄人气迅速拉高。截至今
年3月，村里旅游收入达到300万元。

精力越练越充沛，体育饭越吃越香。
过去三年，江苏发放了 1.5 亿元体育消费
券，拉动消费 29.3 亿元；2018 年全国共举
办马拉松赛事1581场，全年赛事带动总消
费288亿元，产业总产出746亿元。全民健
身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方面潜力巨大，
为全面小康和健康中国建设持续助力。

当然，目前许多数据还难称完美：成年
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较低，大学生
身体素质下降，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
各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

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任重道远，但未
来可期。河北咏怀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发
展研究院院长王兵预言：“未来三十年，人
们对健康快乐的追求将成为第一需求。”

以健康的名义！未来体育将继续作
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手段。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全民健身将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携手并
进，共同谱就体育强国的壮丽乐章，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蓬勃
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本报讯 （记者刘斐）10
月18日上午，2020环鄱阳湖
自行车精英赛第四站比赛
在景德镇怪石林风景区开
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
烈角逐，来自路客车队的周
克强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
冠军；上饶酱油车队的周驰
夺得男子山地精英组冠军；
景德镇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祺洋航车队庄中生获得男
子山地大师组冠军。在女
子组的较量中，来自景德镇
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祺洋航
车队的王祥梅又一次率先
冲线，从而连续四站夺取女
子组冠军。

据悉，环鄱精英赛第五
站将于 10月 24日在鹰潭龙
虎山鸣枪开赛。

王祥梅继续摘得女子组冠军

体育美育将在中高考中“硬起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

电 教育部16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进
行解读。以往常常被视为

“无足轻重”的体育和美育
将被强化，在中高考中占有
更重分量。

针对体育美育评价不
“硬”的问题，意见提出，把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素质测评情况
和支持学校开展体育工作
情况等纳入教育督导评估
范围。在学生评价方面，意
见提出改进中考体育测试
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
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积极推进高校在招生测试
中增设体育项目。启动在
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
评价结果的研究。探索将
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
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
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
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同时要
开展高考录取中体育素养
如何评价和计分的研究。
美育中考要在试点基础上
尽快推广。“下一步要把美
育中考的工作做得更加扎
实，到 2022 年力争全覆盖，
全面实行美育中考。”王登
峰说。

教学改革是加强和改
进学校体育美育工作的关
键，聚焦“教会、勤练、常赛
（展）”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
心。根据意见要求，在“开
齐开足”的基础上，要“上
好”体育、美育课程，逐步增
加课时，丰富课程内容。

在师资和场地方面，王
登峰介绍，根据要求，各省
（区、市）要制定学校体育美
育教师队伍建设和场地器
材设施建设的行动计划。
到 2022年，要建立一支强大
的、符合学校体育美育要求
的教师队伍，学校的体育美
育场馆设施器材要能够基
本满足“教会、勤练、常赛
（展）”的要求。

六健会轮滑比赛火热开赛
本报崇义讯 （记者唐

燕 通讯员李珊、陈定志）10
月17日，为期两天的江西省
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轮
滑比赛暨第三届崇义轮滑
赛开赛。

赛事以“快乐轮滑、快

乐童年”为主题，设置六公
里单程迷你马拉松公路赛、
速滑场地赛、自由式、轮滑
阻拦等四大项。大赛吸引
了全省各设区市六健会参
赛队伍及轮滑爱好者 41 支
队伍约1200人参与。

10月18日，河南建业队球员多拉多（右）进球后与队友庆
祝。当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大连赛区）第
15轮比赛中，河南建业对阵武汉卓尔。 新华社发

据 新 华 社 吉 隆 坡 电
（记者林昊）亚足联 10 月 16
日表示，今年12月19日的亚
冠联赛决赛将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举行。

亚足联方面表示，考虑
到亚冠联赛西亚区比赛已
经在卡塔尔顺利结束，以及
为即将在卡塔尔举行的东
亚区比赛所做的准备工作，
亚足联认为卡塔尔足协具
备了举办亚冠决赛的各方
面能力。

亚足联秘书长温莎·约
翰表示，新冠疫情毫无疑问
让选择今年亚冠决赛举办
地变得复杂，特别是考虑到
眼下的旅行与防疫禁令。
同时，除了诸多限制外，亚
足联还要考虑公平原则。

亚足联本月早些时候
宣布，在与卡塔尔足协达
成一致后，确定今年亚冠
联赛东亚区剩余比赛将于
11月18日至12月13日在多
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