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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长征源红军小学学生在进行冰雪项目训练。 李 征摄

让孩子们动起来练起来赛起来

于都争当体教融合排头兵
李 征 本报记者 钟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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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为期 10天的“相约北京”
冰上项目测试活动迎来收官日。在以

“能测尽测、应测尽测”为原则，对标冬奥
赛时要求的实战“大练冰”中，冰上项目
竞赛场馆设施建设、运行团队磨合、属地
保障得到充分检验。

举办冬奥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建立
坚强的指挥调度体系，将各有侧重的业
务领域团结为“有机整体”，才能为实现
共同目标捋顺步调。

结合雪上项目测试经验，北京冬奥
组委冰上项目测试活动指挥部融入城市
运行保障力量，以每日竞赛活动进程表
为基准，编制每日运行计划，按进度调度
好各方面工作，“神经中枢”和“冬奥大
脑”作用进一步凸显。

每日早8时至晚11时，指挥部成员紧
密配合，紧盯场馆监控画面，联通场馆提
出指导意见。“每分钟时间、每一帧影像，
都对积累经验、发现问题至关重要。”北京
冬奥组委主运行中心秘书长郑翼程说。

场馆运行层面，纵向与主运行中心
和属地组委会建立汇报机制，横向协调
各业务领域团队作战。国家速滑馆场馆
运行团队秘书长程淑洁介绍，“冰丝带”
运行团队包含30多个业务领域，想要实
现所有场馆问题在场馆解决，就要做好
每个环节的有序衔接，快速汇集、研判信息并做出反应。

“测试活动中，从场馆运行主任到各业务领域经理，从普通
工作人员到志愿者、供应商等，各方面同心发力取得了良好效
果。”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闫成说，期待场馆运行工作
在冬奥赛时更好发挥作用。

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较晚，竞赛组织专业人才稀缺。这次测试
活动直接面向冬奥，但对场馆“后冬奥时代”承接国内、国际高水平
赛事，乃至推动国内冬季运动赛事组织和服务能力亦有助益。

10天、5座场馆、7个项目赛事。测试活动对照冬奥比赛日
程，覆盖赛前训练、信息发布、成绩公告、医疗急救、反兴奋剂等
工作。在首都体育馆顺利完成花滑和短道速滑场地转换，在国
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等开展冬奥与冬残奥项目转换。

尤为可贵的是，部分场馆邀请观众进场观赛。4月2日，约
600名观众走进“冰立方”；4月4日，约1000名观众走进五棵松
体育中心。“观众压力测试”在检验人流引导、防疫测温、失物招
领、轮椅借用、特许商品销售等工作之余，切实拉近了公众和北
京冬奥盛会的距离。

将承办冬奥会比赛的北京夏奥会场馆发生哪些变化？首
都体育馆“修旧如旧”如何改造？“水冰转换”“冰篮转换”巧思如
何实现？“双奥场馆”希望构建怎样的可持续发展愿景？公众对
北京冬奥会的理解和期待得以增进。

“测试活动的核心是为发现问题、很好地解决问题。”闫成
说，通过测试，已经发现场馆基础设施建设、团队运行磨合、人
员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将在后续的总结、培训
中予以解决。

赢下实战“练冰”，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进一
步坚定了决心和信心，但未到欢庆胜利之时。各种模拟演练、
桌面推演将持续开展，各场馆业务领域运行再次转入“日常”磨
合阶段，向达到“精彩、非凡、卓越”的办赛要求继续迈进。（执笔
记者：张骁、李嘉、姬烨；参与记者：卢羽晨、丁文娴、郑直、夏子
麟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4月11日，新疆伊力特队球员曾令旭（右）在比赛中上篮。
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2020-2021赛季CBA第四阶段

第 55轮比赛中，山东西王队以 114∶98战胜新疆伊力特队。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4月10日，巴塞罗那队球员梅西（右）在比赛中。当日，在
2020-2021赛季西甲联赛第 30轮比赛中，皇家马德里队主场
以2∶1战胜巴塞罗那队。 新华社发（爱德华·皮特斯摄）

4月10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副主席施之皓（前右）和美
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何乐进（前左）在开球后合影。

当日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纪念中美乒
乓外交 50周年系列活动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
乒乓球博物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绿茵场上孩子们激情奔跑，操场跑
道上他们脚踩滑轮车疾驰而过……4月1
日下午，置身于都县长征源红军小学，仿
佛来到了热火朝天的体育场。每天下午
放学，学生们积极参与自己喜爱的体育
项目，其乐融融。

起初，校长曾石发不是没有顾虑：每
天都安排较长时间在体育锻炼上，学生
的体力、精力跟得上吗？去年12月至今，
这名从事30年教育工作的校长有了真切
的感受：学生乐了，校园活了，家长笑了，
社会赞了。

学生缺乏体育运动的一个直接结
果，就是体质下降，“小胖墩”“小眼镜”越
来越多。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
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深化体育和教育的融合，推动青少
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健康
第一”“体教融合”等关键词进入大众视
野。2020年11月，于都县制定出台《于都
县体教融合项目实施方案》，在江西可谓
饮了头啖汤。今年 3 月 14 日，于都县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
体教融合由部门工作上升为全县意志。

体育项目进校园
4月1日16时，长征源红军小学放学

铃声响起，同学们从教室里奔向体育场
地。足球场上，大家把书包整齐摆放在
一旁，开始热身训练。“当初这些孩子来
练球，满场都是他们的书包。经过几个
月训练，他们不仅球技有了进步，生活习
惯也改变了。”该校体育老师谭海东告诉
记者，“同学们打闹少了，交流多了，体育
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发了芽。
体育锻炼增强了孩子们的体质，也让他
们的人格得以健全。”

一年级学生温胜明在主教练指导
下，顺利完成了过人的技术动作，动作简
洁流畅，一旁的小队员连连赞叹。参加

足球训练不仅没有落下功课，反而让温
胜明学习时更有信心和动力。上学期期
末考试，他语文、数学成绩都拿了99分。

“每堂课都准备了教案，并按照教学
体系进行训练，孩子们除掌握基本足球
动作技巧外，还要参与 1对 1、小组、区域
对抗等训练。”刘冠东是于都体教融合工
作引进第三方体育服务机构的一名足球
主教练，教学外还记录了每个学生的综
合信息。

“他是我的师傅，虽然年龄比我小，
但足球技术、教学经验都很丰富，我要向
他多学习。”谭海东指了指刘冠东说，主
教练负责技术教学，学校体育老师更多
承担的是助教工作。

“注意手杖支撑点位置。”学校塑胶跑
道上正进行冰雪项目训练，主教练孙义喆
细心地帮助同学调整动作，几颗汗珠挂在
他的脸颊。巧借手杖支撑的力量，踩着旱
地滑轮的学生，像一辆辆小赛车在跑道上
飞驰。孙义喆告诉记者，旱地滑轮也称旱
地滑雪，是由越野滑雪转变而来，技术动
作相似，形成记忆和动力定型后，能很快
适应由“地”转“雪”的变化。

五年级的刁睿琦是校冰雪项目精英
班学员，从上滑轮就摔跤到今天自由滑
行，4个月的训练让她深有体会。“每次训
练，我都想象自己在冰雪世界里自由滑
行，非常刺激。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东北
真正滑一次雪。冰雪运动锻炼了身体，
磨炼了意志，我现在吃得更多，睡觉也更
香。”刁睿琦开心地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 2020年 12月开
始，于都县积极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深化体教融合，推进足球、乒乓球、羽毛
球、射击、水上、冰雪等六大体育项目进
校园，开展竞技体育训练，12所城区学校
先行开展试点。六大体育项目均在下午
放学后进行训练，已有 6000余名学生参
与。通过“普及训练+精英选拔”，让有天
赋、有特长的苗子冒出来，并进行精英化
训练，各项目精英队员达3348人。

普及阳光体育
4月 2日 9时 50分，第二节课下课铃

声响起后，于都县第六小学一片欢腾：各
个教室的门几乎同时打开，在老师的带
领下，全校学生排着队跑向户外。“我们
天天向上散发着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
一起温暖欢笑飞扬”，春日阳光下的操场，
伴随着动感韵律，老师和同学们迈着轻松
的步子、挥舞着双臂跳起了健身操。健身
操后，每个班又分成数个小组，孩子们开
始跳绳，就像一个个跳跃的精灵。

在学校常规的体育课之外，健身操、
跳绳、踢毽子成为于都县各校的阳光体
育基础项目。阳光体育让学生们动起
来，校长和老师也要参与。每周一至周
五，各校根据自身场地条件安排时间进
行，时间为 40分钟至 50分钟，被称为“大
课间活动”。

此外，于都县还通过“校内比赛+校
外比赛”，把赛事办起来。校内组织班级
赛、年级赛、校级联赛，校外通过第三方
团队，组织全国、全省、全市等中小学生
体育赛事，把精英队拉出去以赛代练，带
动家庭和社会，让更多人关心支持参与
体育。

多点发力体教融合
于都县教科体局局长黄发亮的办公

桌上堆了一大沓文件，《于都县体教融合
项目实施方案》摆在显眼位置。黄发亮
认为，《意见》出台将对教育的生态环境
和导向产生积极影响。“体教
融合不仅是体育和教育的融
合，也是改革和创新的融合，
是体校和学校的融合，是政府
和社会的融合，是学校和家
长、学生的融合，是整个社会
的融合。”黄发亮说。

目前，于都县各级各类学
校 429 所，学生总数约 22.35
万人，实施体教融合也面临一
些困难。据了解，为解决场地

不足问题，于都县整合基础设施资源，完
善了12所试点学校体育场地（馆）和设施
建设，启动江西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
训练基地建设；另一方面，聘请第三方机
构的专业教练员，对年龄 35周岁以下的
在职在岗教师强化培训。目前，已培训
中小学（幼儿园）足球教练员339人次，冰
雪教练员 45 人次，跳绳、健身操教练员
630人次。采取特事特办，招聘 100名体
育教师、体育专业人才和退役运动员，充
实教练员队伍。

“万里长征刚起步，还有不少困难和
不足，但于都体教融合势在必行。”黄发
亮表示，下一步于都县还将在教学、训
练、比赛、评价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努
力把于都打造为运动之都、比赛之都、体
育后备人才之都。

动起来、练起来、赛起来！于都县为
推动体教融合、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
锻炼协调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省体育
局青少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于都县积极
推进体教融合可以总结为九个字：力度
大、决心大、动作大。“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高位推动体教融合工作。体教融合
是项长远的工作，该县人大通过决议体
现了改革的决心，为体教融合工作提供
了法律依据；阳光体育普及、六大体育项
目推广，涉及数十万学生，具有开创性。”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联合印发《意见》后，仅隔两个月于都县
就出台落地细化方案，并有效积极推进，
可以说在全国都走在了前列。

4月11日，江西选手
彭建华（前）冲过终点线，
最终他以 2 小时 11 分 16
秒的成绩获得男子全程
组冠军。

当日，2021徐州马拉
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徐州站）·奥运会马拉松
选拔赛在江苏省徐州市举
行，江西选手彭建华和云
南选手张德顺分别凭借终
点线前强力的冲刺收获
男、女冠军。此外，男女前
三名运动员都达到东京
奥运会参赛标准，如愿获
得奥运“门票”。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