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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破
上
篮

▶10 月 20 日，
深圳马可波罗队球
员顾全（右）、沈梓
捷（左）在比赛中防
守广东东莞大益队
球员周鹏的上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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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轮比赛中，深
圳 马 可 波 罗 队 以
126∶134 不敌广东
东莞大益队。

新华社发

欧冠因新冠充满不确定性

10月20日，河北队球员庆祝得分。
当日，在福建省漳州体育训练基地举行的 2020 年全国

男排锦标赛B组小组赛中，河北队以3∶0战胜天津队。
新华社发

家门口，全天候，谁都喜欢
本报记者 郁鑫鹏

景德镇国际陶瓷窑工健身大赛开赛

中国篮协：八一男女篮将不再参加联赛

春风得意马蹄疾
——“十三五”中国体育发展回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者李
博闻、郑直）中国篮球协会 20日宣布，八
一男女篮将不再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
联赛（CBA）和中国女子篮球职业联赛
（WCBA）。

公告称，中国篮协 19 日收到中央军
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来
函。来函表示，八一男女篮今后不再参
加 CBA 联赛和 WCBA 联赛。中国篮球
协会已要求相关联赛管理机构依规妥善

处理后续事宜。
八一男女篮有着辉煌的历史，为国

家队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培养出刘
玉栋、李楠、王治郅、郑海霞、陈楠、隋菲
菲等名将。八一男篮历史上共 8 次获

得 CBA 总冠军，1995 年到 2001 年，“八
一铁军”所向披靡，连续 6 次取得总冠
军，打造了“八一王朝”。在过去两个赛
季，八一男篮均是以特邀参赛球队的身
份参加CBA联赛。

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我
省全民健身运动
蓬勃开展，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持续为全面小康
助力添彩。

日前，本报记
者围绕“全民健身
助力全面小康”主
题，深入乡村、社
区、学校、企业等单
位采访，采写的一
系列稿件今起陆续
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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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今年的国庆假期，老家在安福县洋溪镇店
背村一组、现就读长沙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物理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刘剑新过得很快
乐，因为他家附近新建了一个在全县堪称一流
的标准灯光篮球场，让他与球友酣畅淋漓地打
了多场球。

这个国庆假期，洋溪会宾酒楼老板李翔与
刘剑新有不一样的快乐感觉，因为离他家酒楼
一路之隔的这个灯光球场，吸引十里八乡的篮
球爱好者前来“打卡”“约球”，一时间，酒楼客流
激增，尤其是开全镇先河、新辟的夜宵烧烤生意
格外红火。

10月7日，记者来到地处安福县西部边陲、
距县城42公里的洋溪镇，见到了位于该镇发展
规划区“C位”的这片篮球场。洋溪镇党委副
书记刘晓军告诉记者，洋溪的群众篮球氛围
和运动水平全县靠前，伴随美丽乡村建设的
持续推进，洋溪几乎村村建有简易篮球场，但
与绝大多数乡镇一样，一直没有灯光球场。

经过争取，洋溪镇获得2019年度江西省

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乡村篮球场项目建设资金
50万元。是用 50万元建一个白天才可用的普
通球场，还是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来满足老百
姓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呢？经过讨论，该镇决
定拿出好的地块来建设灯光球场。记者注意
到，该球场与镇中心小学、镇中心幼儿园、镇农
贸市场、镇乡贤馆、镇敬爱院等单位毗邻。“孩子
放学后，都要在这里玩。”店背村民刘文惠说。

与篮球场一河之隔的洋溪镇农贸市场，辐
射安福县严田、彭坊、钱山、泰山以及莲花县路
口等多个乡镇。沈丽明在农贸市场经营了一家
超市，与篮球场挨得最近。沈丽明说：“这里地
价蛮高，我家里的超市120平方米，2012年买的
时候就花了40多万元，乡里建这个篮球场确实

下了决心。”记者了解到，洋溪最终以50万元撬
动各方资金 280万元，建设了以标准灯光篮球
场为龙头，集休闲长廊、笼式足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台、健身路径等运动休闲设施于一体，占
地面积 4000多平方米的文体广场。“为了村民
健康，多花点钱，值得！”洋溪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张继东说。

“今年5月篮球场正式投入使用以来，我们
举行了暑期大学生篮球赛、迎国庆乡村篮球赛、
全镇中小学生篮球赛……多的时候 11 支队伍
124人参赛。”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管美兰列
出的数据来看，篮球场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就
在家门口，全天候，不关门，这样的篮球场哪个
不喜欢呀！”塘里村双湖小组村民李程斌说。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正式发布、全国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体育领域各
项改革力度持续加大、中国女排再夺奥运
冠军、冬奥会筹备工作树立奥运标杆、高
水平国际赛事承办获得高度好评……回
顾“十三五”这五年来的中国体育发展，各
项政策密集出台，人民体育意识不断提
高，体育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体育国际影
响力日益增长，中国体育在“最好的时代”
里正渐入佳境。

让体育融入百姓生活
喜爱踢球的南京市民朱晓峰今年5月

欣喜地发现，自己家附近新建了一片足球
场，“我们小区有一群球友，但苦于周边没
有合适的场地，每次踢球都要跑很远，这
个场地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河北唐山市民黄蓓也有同感：“现在
健身忒方便了，简单活动筋骨就在社区
里，跑步游泳跳舞啥的就出门，可以选的
场地很多，而且练啥都不远。”

身边的体育设施多起来了，这是近五
年来老百姓最直接的切身感受。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16.2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25.9亿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比2015年
年底的1.57平方米有了很大提升。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少军说：“体育
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就要强化政
府职责，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江苏提出
要建成城乡一体化的‘10分钟体育健身圈
’，这主要是解决群众到哪里锻炼的问

题。有了场地锻炼，还要让大家知道怎么
锻炼，怎么科学锻炼。同时还要丰富群众
身边的赛事活动，增强活动趣味性，动员
大家都动起来。”

和五年前相比，体育已成为政府公共
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满足人民
群众需求的一场供给侧改革——在很多
老百姓心中，体育也正逐渐成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越
来越多人有了锻炼身体的意识和行动，越
来越多马拉松的参赛名额要靠“摇号”；家
长们开始愿意让孩子接触体育、掌握体育
技能，学校里的体育课不再总被侵占；走
出家门就能找到健身设施，运动处方、体
质监测开始深入人心……如今，全方位、
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理念已经
成型，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大群体”格局已初步形成，体育正
逐渐融入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

让体育助力社会发展
2019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对体育强国的战略
任务进行了安排，首次从政策层面回答了
什么是体育强国、如何建设体育强国。

过去五年来，体育迎来更为密集的政
策利好。《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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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
意见》等一一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作为全民健康
的重要一环，强调体育的“治未病”功能；
体教融合连续出台重磅政策，将进一步提
升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

好政策引领的是整个体育事业的高
速发展。2018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2.66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1万亿元；体
育产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2015-2018年
年均增长 22.4%；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由 0.8%提高到 1.1%。2020
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批体育
企业通过拓展线上业务等方式仍保持强
劲势头。安踏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
收 146.69亿人民币，同比略降 1%，但毛利
率达 56.8%，创历史最高水平，电商业务流
水同比增长则超过50%。新冠肺炎疫情也
让老百姓健身需求进一步成为“刚需”，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消费增长潜
力巨大。

脱贫攻坚事业也少不了体育的身影，
体旅融合成为很多贫困地区的新抓手。
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河北崇礼，在
2015 年 底 还 是 贫 困 县 ，贫 困 发 生 率
16.81%。如今，崇礼人终于捧起了家门口
的“雪饭碗”——2019 年直接或间接从事
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达 3万多人，其
中包括过去的贫困人口 9000 多人。2019
年5月，崇礼退出贫困县行列，彻底脱贫摘
帽。

过去五年里，“体育+”成为热词，从旅
游到文化，从医疗到康养，体育正成为众
多产业提升附加值的重要推动力，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体育正发挥着前所

未有的作用。

让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时隔12
年再夺奥运金牌，这是女排的辉煌，也是
中国的荣耀。

女排精神是中华体育健儿和中国
人民砥砺奋进的象征。竞技体育有着
凝心聚力的强大感召力，为国争光的爱
国主义、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扬我国
威的民族自信，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精神力量。以朱婷为代表的新
一代体育健儿早已“圈粉”无数，中国榜
样在赛场内外都激励着更多人在各自
领域发光发热。

赛场上奋勇拼搏、争金夺银，赛场外同
样可以得“金牌”。过去五年里，中国积极
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国际体育“朋友圈”
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创建于江苏无锡的
跆拳道大满贯赛事，如今不仅是奥运会直
通赛，还带动了世界跆拳道运动的竞赛规
则改革，中国“IP”讲述出全新的中国故事。

过去五年里，男篮世界杯、羽毛球世
锦赛、击剑世锦赛、乒乓球世界杯、苏迪曼
杯、汤尤杯……众多国际高水平赛事在中
国举办，一次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中国高质
量的赛事组织和服务能力。国际篮联主
席哈马内·尼昂就说：“中国为篮球世界杯
树立了一个全新标杆。”

这是中国为国际体育事业送出的一
份份“中国答卷”。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
会成功，五年来，国际奥委会“可承受、可
收益、可持续”的办奥新模式正在中国成
为现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不同场合
多次盛赞“北京标准”，他说：“北京筹备工
作高效，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下尽可能
节俭，同时传承奥林匹克精神、尊重运动
员体验。因此，我们非常有信心北京将为

《奥林匹克2020议程》树立新标杆。”
（新华社南京10月20日电）

新华社柏林10月19日电
（记者刘旸）2020-2021赛季
欧冠联赛小组赛即将打响，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
大规模反弹，欧足联对各赛
区没有统一限制规定，新赛
季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根据现行赛程，小组赛
在12月9日结束，12月14日
进行淘汰赛抽签，2021 年 2
月 16日开始 16强赛。为了
应对疫情可能造成的停赛，
欧足联允许小组赛完赛时
间最迟不晚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如果届时仍不能完
赛，欧足联执委会将开会决
定淘汰赛的参赛球队。

如果俱乐部所在国家
禁止举办比赛，主场俱乐部
须另寻时间和地点进行比
赛，如果客队所在国家不允
许出国比赛，双方需要共同
承担损失。俱乐部应当尽
可能争取到所在国家在旅
行禁令、边境管制和隔离规
定方面的豁免权。

根据欧足联现行规定，
欧冠参赛队如队内出现新冠
病毒检测阳性案例，比赛没
有必要取消，只要球队有至
少13人能上场（包括至少一
名门将），比赛则须如期举
行，当地政府要求全队隔离
的情况除外。如果出现裁判
确诊感染的情况，欧足联保

留提名替补裁判的权利。
欧足联没有发布“球迷

禁令”，原则上允许球迷进
场观赛，球迷规模最多不超
过赛场容量的 30%，不允许
客队球迷进场。球迷在场
内须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
交距离。具体的赛场防疫
规范和限制措施由举办地
政府和卫生部门决定。

英超、西甲目前都是空
场比赛，球队主场欧冠比赛
预计仍为空场。英国对来
自某些国家的入境人士有
隔离要求，但球员例外。意
大利禁止举办业余级别的
团队体育比赛，意甲赛场最
多入场 1000 名观众。法国
上周宣布巴黎、里昂等城市
实行宵禁，如果比赛在白天
进行，最多允许 1000名观众
进场，如果是夜战，则空场
进行。

德国由于各联邦州防
疫规定不同，德甲在过去几
轮中已出现单场数千名球
迷观赛的情况，但也有俱乐
部主场禁止观众进场，情况
每轮都有变化。例如莱比
锡首场欧冠小组赛是 20 日
主场迎战伊斯坦布尔，原计
划允许 8500名球迷进场，受
日益严峻的疫情影响，俱乐
部19日宣布，入场观众规模
缩水至999人。

10月20日，四川队选手杨文璐（右）与重庆队选手古云
云在比赛中。

当日，在河北省迁安市唐山九江体育中心进行的2020年
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60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中，四川队选手
杨文璐以5∶0战胜重庆队选手古云云，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10月19日，青岛黄海青港队球员拉多尼奇（上）在比赛中
争顶头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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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富力队以0∶0战平青岛黄海青港
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刘斐）倡
导全民健身、传承陶瓷文
化。10月19日，景德镇国际
陶瓷窑工健身大赛在景德
镇市浮梁县湘湖镇进坑村
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 33
支队伍参赛，竞赛组为机关
与陶瓷等企事业单位组和
大学与体育俱乐部组。参
赛选手先后进行瓷茶古道
定向寻宝、踩泥挑战赛、驮
坯挑坯混合接力赛等多个
项目的比拼。

活动现场，陶瓷制作七
十二道工序被提炼设计成
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趣味和
休闲性的体育活动和竞赛，
在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同
时体验陶瓷技艺。最终，景
德镇市税务局、景德镇市司
法局、景德镇市体育局分获
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团体总
分前三名。瓷都跑吧俱乐
部、景德镇公益马拉松俱乐
部、浮梁长跑俱乐部分获大
学与体育俱乐部组前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