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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全民健身网络
真正服务到群众身边

11月7日清晨，气温只有十几度，家住九龙坡区迎宾路
社区的退休职工马世坤依然赶着早，来到社区健身点打乒
乓球。

社区健身点虽小，却“五脏俱全”：崭新的塑胶篮球场、
乒乓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健身步道、棋牌娱乐室、舞蹈
瑜伽室……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让我
晨练的精气神更足了！”已年过八旬的马世坤因为长期锻
炼，健康状况在社区一众老人中特别好，渐渐地也成了居民
心中的健康榜样。如今他已是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尤其是最近几年，周边居民的健身热情很高，平均每
天都有近百人到这里锻炼，上班时间以老年人为主，门球等
项目，老人们一打就是一上午。因为社区健身点硬件好，周
边石桥铺、渝州路等街道的居民都慕名前来打球。到了下
班时间，中青年就成了篮球场、羽毛球场上的主角，节假日
来的人就更多了。”马世坤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如今每100名重庆市民中，就有超过40位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这说明全民健身距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谈
及此，重庆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丁洪感到很兴奋。

丁洪认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才能将增强人民体
质落到实处，才能将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

“十九大报告中涉及体育的内容，无疑为我市体育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市体育工作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指引。对于未来的发展目标，我们很明确。”丁洪说道，“全
民健身活动重在‘广泛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体育系统
将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着力构建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全民健身设施网络，打造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
圈，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1.37平方米提高至1.7平方
米。”

“除了开辟新场地，我们还将侧重于拓展和升级现有的
体育场地。”丁洪表示，首先是继续建设和完善区县级体育
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社区多功能公
共运动场、示范性体育公园、登山步道（城市健身步道）、全
民健身户外活动营地、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残疾人健身示
范点）等场地设施以及公共体育场馆等活动场所。其次，在
现有公园、城市绿地中融入体育功能。在撤并村建设简便
的健身场地，将农村“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地和空
闲地等闲置资源，改造建设为全民健身场地。

同时，我市还将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
开放，鼓励和倡导中小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
放。

为群众“量身定制”
更多全民健身活动

11月4日，2017重庆万盛国际跑步节在万盛经开区青
山湖湿地公园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肯尼亚、埃塞俄比
亚、乌干达等国家的2016名选手参加比赛。

“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青山湖湿地公园参加跑步比
赛，对我和孩子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天，来自重庆
主城的张晓娟与丈夫孩子一同前来参加5公里组的比赛。

张晓娟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带着
家人参加群众体育活动。“经常参加这些健身活动，让我们
一家人收获颇丰，通过运动不仅能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又
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

“近年来，我们从体育工作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体育，以创建‘全国运动健康城市’为统揽，以‘体

育+旅游’为抓手，打造了‘万盛国际跑步节’‘万盛黑山谷杯
羽毛球公开赛’‘全民健身挑战日’等多个具有万盛特色的
全民健身活动品牌。”万盛经开区体育局局长江玉忠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

在江玉忠看来，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未来万盛的全
民健身战略将进入“提档升级”的快车道：继续举办更多的
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社会体育组织和体育协会建设，推进全
民健身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加快全区1个全民健身中
心、10个全民健身基地、100个全民健身公园、1000里全民
健身绿道建设，满足群众对健身场地需求；建设国民体质测
试中心和市民大健康服务中心，建立市民健康档案，为群众
开出“运动处方”；利用乡村生态资源着力打造乡村体育旅
游综合体，推进实施体育扶贫。

不仅是万盛，全市今后也将有更多“量身定制”的全民
健身活动来到群众身边。丁洪介绍，未来我市将定期开展
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老年人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智
力运动会和农民运动会。同时，充分利用法定节假日、民
族传统节日、农闲季节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马拉松、登
山、羽毛球、攀岩、路跑、自行车、足球、篮球、乒乓球、广场
操舞、龙舟、铁人三项、轮滑等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广泛的
赛事活动。

到2020年，我市将力争培养出知名度较高的金牌赛事
5个以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赛事20个以上，每个区县
（自治县）至少有1个特色鲜明、参与度高、影响力大的品牌
赛事。让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的动力源。

发挥社体指导员引领作用
调动全民健身积极性

每天早上7点半，江北区大石坝长安工人广场，都能听

到彭东芳中气十足的声音。不用说，这位“功夫达人”又在
教人打拳了。

在重庆武术界赫赫有名的老党员、66岁的退休工人彭
东芳看上去健朗矍铄。从2013年担任江北区社会体育指
导员以来，他带出来的“徒弟”已多达数百人。

重庆日报记者留意到，彭东芳的学员人数众多，其中不
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72岁的徐福贵已跟着彭东芳习武4
年。他说：“习武后，我基本上告别了药罐子。学员中练得
不错的，还能跟彭师傅四处去参加比赛、拿名次。”

长期以来，社体指导员一直在我市全民健身工作中承
担着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
全民健身的引领作用。

“作为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于全民健身的发展，我
感受非常深。”彭东芳说，回首过去的5年，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的新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全民健身运
动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现在每天早上，在街道、社区、公园，参加锻炼的人已不再
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慢慢加入全民健身的大军。我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发展趋势。”

“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
民健身的论述，更是让人振奋。”江北区体育局局长程静说，

“今后我们将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吸纳更多优秀的社体指
导员，加大培训力度，让他们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参与者和
奉献者。”

站在全市的角度，丁洪表示，今后我市将每年培训各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4500名以上，组织开展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示范活动5次以上，引导市民健身意识从“要我锻
炼”向“我要锻炼”转变；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管
理，切实发挥他们的健身指导作用；确保到2020年，全市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5名以上，同时，我市将出
台一系列奖补机制，提高社体指导员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

近年来，全市上下对体育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提升了体育的影响力，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连日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我市持续引发热议，

我市体育界人士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广全民健身，如何让体育为民惠民，让人民群众从体育事业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等
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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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全民健身 让体育为民惠民
本报记者 刘蓟奕

“下桨要快！”“对，跟着鼓声节奏来。”在重庆龙
舟训练基地，合川龙舟队教练尹大伦正在紧锣密鼓
地训练队员。一年一度的中华龙舟大赛合川站将
于11月18日鸣鼓开赛，届时，合川龙舟队将要迎战
来自国内的36支龙舟队伍。

有意思的是，这些队员都不是专业运动员，他
们均来自民间，他们中有农民、创业者，甚至有家庭
主妇。

近年来，合川区体育局在当地群众中大力推广
龙舟运动，通过举办各类龙舟赛事，选拔民间高手
进入合川龙舟队，代表重庆参加全国大赛。虽然队
员都是非专业的，但这支来自民间的龙舟队，在全
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龙舟赛、中国龙舟公开赛、全国
体育大会等高水平赛事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8月举办的第十三届全
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龙舟项目的比赛中，合川龙舟女
队还代表重庆摘得银牌。

“合川有着悠久的龙舟运动历史，群众基础深
厚，很多队员都是从小就参加龙舟运动，因此技术

纯熟。这些年，合川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过
程中，除了开展篮球、足球、羽毛球等常规项目的赛
事活动外，还特意加入了龙舟这项传统运动。”合川
区体育局局长左学耕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左学耕表示，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今后该
区体育局将会以创建“中国龙舟之乡”为目标，积极
承办龙舟赛事，面向全国招募龙舟人才，提高合川
龙舟队伍综合实力。在设施场地方面，继续加大投
入，满足当地群众的健身需求，大力推进体育事业
发展。

从这学期开始，位于九龙坡区的天宝实验学校
多了一个新社团——攀岩社，原本只有20个名额的
社团吸引到超过200余名学生争相报名。近年来，
攀岩运动在重庆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一项人气颇
高的时尚运动。据统计，目前全市上规模的攀岩馆
已有近20家，参与攀岩运动的群众上万人。

“大多数重庆市民对于攀岩的认识，是从国际
攀岩世界杯赛开始的。”九龙坡区体育局局长马红
兵介绍说，从2013年起，国际攀岩世界杯赛连续3

年在九龙坡区举行，每年都能吸引到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百余名世界顶尖攀岩运动员来渝参赛。

为了让攀岩在重庆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九龙
坡区体育局把目标瞄准了青少年，近年来，在全区
大力开展攀岩进校园活动，在辖区内5所中小学修
建了专业的攀岩场馆，每周开设攀岩标准课。

在马红兵看来，国际大赛的落户为重庆攀岩运
动的发展带来了人气，但要让攀岩在重庆“落地生
根”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现在大家都在说全民健身，作为一名中学生，
参加体育运动也是我的学习课程之一。所以这学
期一开学我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组建的攀岩社。”天
宝实验学校初二学生廖文中说。

“十九大精神，无疑为我们的工作指引了方
向。”马红兵说，今后九龙坡将继续深入开展攀岩进
校园活动，除了计划新增5所“攀岩学校”，还将组织
市级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交流赛、攀岩夏令营等活
动，在全市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攀岩运动。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卢越摄）

全民健身花样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刘蓟奕

作为一名体育爱好者，家住南岸
区茶园新区的鲍凤英这些年见证了
身边全民健身的发展，“在公园里，人
们可以参加的健身项目越来越丰富，
比如长跑、打太极拳、踢毽子等等。
公园里的健身设施也增加了很多，各
种健身器材、带有距离指示牌的健身
步道、施划好的羽毛球场地……应有
尽有。”

鲍凤英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几
年，健身已不单纯是个人行动，公园里
的健身指导站点也越来越多，社会体
育指导员悉心指导大家，让我们有了
科学健身的意识，学会了科学健身的
方法，别提多开心了！”

今年大学毕业的易雨宣目前正在
准备研究生考试，平时除了专心致志
地复习，参加体育运动也是他的必修
课。谈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体育的内

容，他结合自身说：“十九大报告令人
振奋，倍感鼓舞。我感觉这几年不仅
参与健身的人在增多，而且赛事也越
来越丰富。”

他特别提到每年在南滨路举办的
重庆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重马）带
给他及周围人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知道重马，参与重马。我大学本
科的一位同学，家住在北方，平时很喜
欢跑步健身。每年重马，他都要来参
赛，他甚至还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来
跑。前几天，我们还相约，今年重马要
一起报名。”易雨宣说。

“可以想象的是，今后公园里的健
身设施会越来越好，小区内的全民健
身路径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人们不出
小区就能锻炼身体，每个周末都有群
众体育比赛……”在易雨宣的展望中，
全民健身触手可及。

身边的全民健身
本报记者 刘蓟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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