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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年来，省羽协积

极响应号召，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立

足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围绕省体育局开门办体育思路，

锚定“市场化、社会化、实体化”目标，在深化协会改革、强

化组织体系上“作示范、勇争先”，不断团结引导队伍，借助

社会力量，用好市场手段，培育打造品牌，举办高水平羽毛

球赛事和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全民健身 幸福江西”提供注脚，为

群众体育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光和热。

组织强大自身硬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是省羽协组织体系更健全。在全体理事会的团结

下，省羽协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增设了协会机构组织，教练

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竞赛委员会、市场开发委员会、新闻

委员会，各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协作，出台了例会制度、工

作汇报制度等。同时，吸引社会各界羽毛球运动精英到协

会工作。目前协会有国家级职称人员 10 余人，优秀教练

员、裁判员 300 余人。每年，他们组织协会人员参加各类

培训 10 余次。与体育院校合作，为院校方提供实习基地，

由此更好地为协会和社会输送人才。

二是省羽协“阵地”更巩固。2021 年 4 月，省羽协优秀

会员投资 2 亿余元建成的全国首座羽毛球产业大厦开业

运营，这为江西羽毛球运动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阵地”。2021 年 12 月，在省羽协组织下，我省一家体育企

业与庐山西海方面达成合作，正联手打造“庐山西海舰队”

运动中心。此外，省羽协通过“筑巢引凤”，不断吸引优秀

体育企业、体育精英入驻羽毛球大厦，将羽毛球大厦逐步

构建为集赛事运营、互联网技术、教育培训、体育装备、智

慧场馆为一体的产业融合发展平台。

三是省羽协“娘家人”意识更强。2020年，他们以体育

协会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自主创新推出了“江西省百县

羽毛球联赛”这个吸引许多全国同行来学习、起到良好示

范效应的品牌。通过“百县联赛”平台，省羽协建立健全了

全省从上至下的协会体系，畅通省市县羽协沟通交流的渠

道，全面摸清了三级羽协的家底。从此，全省羽毛球协会

单位、会员抱团发展，执行力、凝聚力也更强大。

善借外力多方赢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省体育局“开门办体育”理念指

导下，省羽协借助社会力量办赛事、开展活动的意识“水涨

船高”，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搭台 经贸唱戏”活动

中，并从中实现共赢。

省羽协不断拓展、延伸“手脚”，他们非常重视媒体宣

传工作，为参与的建设者赋能。省羽协成立了新闻委员

会，与全省各大主流媒体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每次活动都

会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2017年第三届“协会杯”比赛，省羽协通过

微信现场直播，观看人数超 50 万人次。2020 年江西省百

县羽毛球联赛，全国超过 200 家媒体报道，线上搜索超过

88 万条结果。2021 年举办了多场羽毛球高峰邀请赛，其

中一场赛事单条报道点击浏览量超百万人次。

目前，省羽协与省内多家上市企业开展合作，与 10 余

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每年为 60 余家单位提供赛事策

划、赛事组织等体育服务。

创新引领局面开

体育产业的核心是精品赛事。协会要在市场上立得

住脚，就必须有自己不断创新的品牌赛事和活动项目。

第二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省羽协在抓好传统品牌赛事

的同时，对部分赛事的比赛方式进行创新，产生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如江西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覆盖全省 11 个

设区市，参赛队伍超 150 支。江西省“协会杯”比赛第三届

参赛人数高达 1000 人。江西省羽毛球百县联赛在全省开

拓了 61 个赛区，吸引 38516 人参赛。江西省羽毛球高峰邀

请赛已经连续举办十余年，平均每年举办 3场。

省羽协通过市场开发，结合地方及企业要求，打造了

一批有特色有亮点的赛事活动，如与洋河股份合作，通过

挖掘其企业文化和产品，策划“羽梦同行邀请赛”，反响热

烈。该项赛事如今不仅在江西各县（市区）如火如荼开展，

还得到了其总部品牌部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以“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井冈精神”为主题的 2020 年江西

省百县羽毛球联赛在全省各地举办。在该项赛事中他们

积极开发体育文化产品，提升赛事服务内涵，如红色冠军

奖杯在 11 个设区市传递。他们设计推出主题奖牌、“井冈

红 1927”羽毛球鞋、红色井冈文化大赛服，打造大赛主题曲

等创新举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

5 月 16 日，江西省羽毛球协会主席汤建荣表示，在江

西省体育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省羽协必将不遗余力为

“全民健身 幸福江西”贡献自己的力量，江西羽毛球的明

天必将更加美好。

围绕中心 借好外力 用好市场
——省羽毛球协会持续举办高水平赛事

本报记者 李 征 实习生 王仕聿 文/图

省羽协组织的高水平羽毛球赛事为全民健身战略贡献力量。

“五联”工作法连心助善治
“担任网格员以来，我包联了村里 23 户住户，每天的工作

是巡查走访、宣讲政策法律、收集数据信息，帮助村民解决实

际问题。服务触角越伸越长、服务范围越来越广，与群众的距

离也贴得更近。”在谈及“五联”工作法试点工作成效时，网格

员李娇说道。

为进一步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新路径，上栗县杨岐乡高标

准建设乡镇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平台，创新推出党员联户、巡

防联防、志愿联创、连村联调、数据联控“五联”工作法，鼓励村

民自荐成为网格员，全面提供民生、民安、民诉一站式服务，以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为建设美丽安居新农村提供

坚实保障。

南源村是“五联”工作法的先行先试点。该村结合深化和

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搭建起以基层党支部为主

导，党员、网格员、驻村民警、村民等主体共同参与、民主协商、

议事解难题的平台，一个个网格员也成为问题收集、矛盾化

解、解决难题的多面手。村民遇到事情只需一个电话，村两委

干部、网格员都会及时解决。大家普遍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村两委干部通过屋场贴心会释疑解惑，协商解决办法并通

报落实进度，确保问题在一线解决。

“‘五联’工作法在网格化的基础上，把各方主体有效连

接，党员干部服务群众零距离，让诉求反映渠道更加顺畅，问

题解决更加高效。”据上栗县杨岐乡党委书记李绍海介绍，得

益于“五联”工作法的全面推行，该乡今年已累计收集并解决

群众合理化诉求 342 个，为民办结各类实事 657 件，全乡信访

发生率同比下降 28%。 （卢正江 曾紫沐）

记忆里的家乡悄悄变了模样
时间如流水，一晃，高中时搬的新家变成了十五年的老房

子，养在水池里的乌龟从四只变成了九只，铁树长大了、被迫

挪了新窝，茉莉开了一季又一季，而我也早已长大，离开家乡

求学、工作，多年后又因为工作回到家乡。那座叫作南城的小

城，好像还是记忆里的家乡，却也悄悄变了模样。

“朝去暮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弹指间，世事变化

之快，时常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读书时，学到“沧海桑田”这

个词，总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因为这个词起源于“洞天福地，

秀出东南”的麻姑山。麻姑山位列南城“三山二湖一谷”自然

景观之首，以烟云横飞、峰峦翠峭为秀，以洞石奥秘、玉练双飞

为奇，更兼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东南道、释、儒三教活动中

心和避暑游览胜地。穿县而过的盱江水，从血木岭奔涌而来，

在双江楼下与右岸而来的黎滩河相遇，携手注入抚河。清风

拂过，江面在阳光照耀下，泛着粼粼波光，映着山色楼台，缱绻

温柔，夕阳西下常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之

感。姑山苍苍，盱水泱泱，气象万千，山高水长，那是我记忆中

的南城。后来，依山傍水的千年古邑，在时代更迭中变换了模

样，不断拉大的城市框架、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绕城而过的

高铁线路、居民鼓起来的“钱袋子”、日益丰富的休闲文化生

活、绿水青山的美丽风景，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繁荣兴旺

之态。那座城，是祖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剪影，是新中国奋

斗史的一帧影像。

何其幸运，生长在最好的时代，见证祖国“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何其幸运，亲历那片山、那条路、那座

城翻天覆地、改天换地的变化；何其幸运，成为耕耘其间的追梦

人、奋斗者，让青春之花在家乡的红土地上绽放！ （吴越菲）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揭晓
九江中体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5 月 16 日，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

在各省（区、市）体育局推荐基础上，经专家评审、现场评估、综合

评定和社会公示，国家体育总局认定全国19家单位为国家体育

产业示范单位，江西九江中体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据了解，九江中体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目前负责运营管理

九江市体育中心。该公司充分发挥全民健身的集聚效应，引

入高水平体育赛事，开展专业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助力九江市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大众体育乐园。

周进强当选国际拳联独立执委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记者卢羽晨）据中国拳击协会

15 日消息，2022 年国际拳联代表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

开，中国拳击协会主席周进强成功当选国际拳联独立执委。

本次国际拳联代表大会共有 155 个国家和地区拳击协会

的代表出席，周进强以线上方式参会。

在国际拳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大会选举产生了新

一任的主席和执委会，以进一步改革完善国际拳联的治理体

系，改善财政状况，加大对运动员和会员协会的支持力度，推

进拳击项目继续朝着公正、透明、诚信的方向发展。现任国际

拳联主席克列姆廖夫成功连任。

参与本届独立执委竞选的共有来自五大洲的 20 位候选

人。根据国际拳联章程，最终投票选出的 10 名独立执委中应

至少包括 5 名女性，且每个大洲至少要有 1 名执委。经过投

票，周进强与来自美国、摩洛哥、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其

他 9名代表当选。

周进强当选后表示，在 2021 年担任中国拳击协会主席

后，对再次回归拳击项目管理岗位倍感责任重大，“我希望在

我的任期内能够带领中国拳击协会和中国拳击队再创辉煌，

同时为推动世界拳击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华社法国多维尔 5 月 15 日电 （记者肖亚卓）由国际

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第 19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15 日

在法国诺曼底大区的海滨城市多维尔开幕，包括中国在内

的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500 名运动员将在接下来的一周

时间里，参与田径、游泳等 20个项目的角逐。

当天的开幕式在多维尔海边的国际中心举行，组委会

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次参赛队伍的“刷街”游行。“今天开

幕式的氛围真的非常好，让全世界的青少年运动员们聚在

一起，感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沿路的观众们非常热情，让

我们也非常兴奋。中途还有一个小插曲，场边的观众里还

有我们的中国同胞，看到我们的学生队伍走过去后，大声

喊着中国队加油，我们也热烈地回应了他们，当时非常感

动。”参加了当天开幕式的中国击剑队教练姚倩表示。

本次中国队共派出 35 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霹雳

舞等 9 个大项的比赛。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击剑运动

员姜棋耀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参与了开幕式。

本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将于 5 月 22 日结束，所有的比

赛项目将分布在诺曼底大区的 9个城市举行。

▼ 5 月 15日，斯维亚特克在颁奖仪式上举杯庆祝。当日，

在罗马举行的 2022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波兰选手

斯维亚特克以 2∶0战胜突尼斯选手贾布尔，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第19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法国开幕
中国队派出35名运动员参赛

▶ 5 月 15 日，德约科维奇在颁奖仪式上举杯庆祝。当日，

在罗马举行 2022 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塞尔维亚

选手德约科维奇以 2∶0 战胜希腊选手齐齐帕斯，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夺 冠

5 月 15 日，密尔沃基雄鹿队球员安特托昆博（左二）在比

赛中上篮。当日，在 2021-2022 赛季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

第七场比赛中，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主场以 109∶81 战胜密尔沃

基雄鹿队，以总比分 4∶3 晋级东部决赛。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