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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婧）11月
12日上午，重庆市油画学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市文联召
开。首任会长翁凯旋表示，将团结
重庆油画艺术专业工作者，推进重
庆油画创作与学术研究，推动重庆
油画艺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

“油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绘
画艺术，不仅在中国绘画领域有
举足轻重的分量，在世界范围的
文艺创作中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力。”翁凯旋说，重庆在油画艺术
领域积淀深厚，具有辐射全国的
能量，“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代表的

知名艺术院校在油画创作领域地
位举足轻重，不仅产生过乡土美
术、伤痕美术、新生代等重要的美
术流派，还拥有大批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油画家。”

据悉，重庆市油画学会是由
全市有志于推进中国油画艺术创
作、研究、教育的专家学者以及与
油画艺术相关的专业艺术单位自
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
自发动征集会员以来，共收到会
员申请书 370 余份，经过基本条
件筛选，目前确定第一批入会会
员180余名。

重庆市油画学会成立
致力推动本地油画艺术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
月12日，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渝北
区举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重
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周亚辉当
选为协会主席，梁芒、李尚朝、隆进
波、刘川郁、万久长、靳代平当选为
协会副主席。

据了解，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
首批入会的会员近500人。除了专
业歌手外，还集纳了大专院校专家
教授、音乐制作人、作词作曲人、音
乐投资者、互联网精英等与流行音
乐相关的音乐人士。

“重庆缺乏的不是好的流行音
乐人，而是好的包装、整合与传播。”

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主席周亚辉对
重庆日报记者说，据初步统计，每年
重庆流行音乐人要生产5000首原
创歌曲，不过因为资金短缺、平台缺
失等原因，这些歌大部分还“待”在
创作者的抽屉里、电脑里，不为大众
所熟悉。

“我们希望通过成立流行音乐
协会，给重庆的流行音乐人一个平
台。”周亚辉说，该协会成立后，不
仅将定期举行音乐沙龙、音乐会等
活动，给流行音乐人一个沟通交流
的平台，还将通过资源的整合，对
他们创作的作品进行制作和发行，
让更多人听到重庆原创的流行音
乐。

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成立
让更多人听到重庆原创的流行音乐

11 月 11 日晚，2017 中超联
赛颁奖典礼在重庆举行。在本次
颁奖典礼上，重庆当代力帆荣获
2017 中超联赛最具社会责任感
奖和 2017 中超联赛公平竞赛球
队奖。

经过中国足协的多方考察后，
一场国际足联A级赛事又将于11
月14日晚在重庆奥体中心打响，届
时，中国国家足球队将在渝迎战南
美劲旅哥伦比亚队。

两件足坛盛事相继落户重庆，
不仅说明重庆正逐渐成为一方足球
热土，同时也是对我市近年来足球
事业发展的最大肯定。

职业足球蓬勃向上

11月4日，2017中超联赛落下
帷幕，重庆当代力帆队以9胜9平
12负积36分排名联赛第十名，保
级成功。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成绩背后，
除了球队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球
迷的支持，重庆也因此成为全国公
认的金牌球市。据联赛官方数据统
计，当代力帆主场上座率连续三年
位居前列，其中2017赛季排名全国
第三位。

“支持其他球队，我会说他们赢
了，但支持当代力帆，我却会说我们
赢了，这样的归属感是无法替代
的。”几乎每场比赛都会到奥体为当
代力帆助威的球迷张冲的这段话，
无疑说出了广大当代力帆球迷的心
声。

“一个中超足球俱乐部，它不
应该仅仅是一个足球的竞技平
台，更应该是一个大文化的传播
平台。”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赛季，俱乐部还将
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帮助球队
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与球迷的
互动也会进一步增强，传播足球
文化。

校园足球欣欣向荣

在前不久结束的重庆校园足
球联赛中，九龙坡田坝小学足球
队、恒大城小学足球队等新秀崛
起，重庆校园足球版图正发生着
变化。

“随着足球进一步回归校园，参
与其中的孩子越来越多。”市足协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市足球改革发展

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青少年
足球人才培养，促进校园足球与社
会足球、职业足球的有机衔接，畅通
优秀苗子成长通道，打造我市足球
后备人才库。

“目前，我市已形成较完善的青
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其中，重庆市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成为覆盖面最
广、参赛水平最高、组织最为规范、
参与人数最多的青少年足球赛事。”
市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重庆
城市足球联赛、城市足球冠军杯赛、
重庆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等赛事，
从比赛时间和辐射人群上，进一步
完善了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竞赛体
系。

较完善的竞赛体系带来了校
园足球的蓬勃发展，其中又以江津
区最为突出，据江津区教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该区已建成24所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其中国家级、市级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6所；经常参
加校园足球活动的中小学学生达
到4万余人，约占全区中小学学生
人数的1/4。

“2020年全市中小学生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将达到500所，2025年
达到1250所。同时，我市还将加强
足球特长生文化课教学管理，完善
考试招生政策，允许足球特长生在
升学录取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
动，确保后备人才质量，从而进一步
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市足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业余足球
让市民享受足球快乐

作为在重庆业余足球圈小有名
气的球队，重庆劲浪足球俱乐部今
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参加中国足协
杯的资格赛。不仅是劲浪，随着我
市这些年业余足球的快速发展，重
庆笛凯机电足球队等多支业余球队
都开始走出重庆，参加全国性的业
余足球比赛。

“业余足球承担着提高民众
身体素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
任务。”市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重庆市立足群众实际需
求，积极打造重超、重甲、高校校
友、沙滩足球等一系列足球赛事，
通过组织多个行业、社区、企业参
与的草根足球赛事，让更多的市
民参与足球运动，享受足球带来
的快乐。

重庆正逐渐成为一方足球热土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合川区双龙湖风
景区附近的居民天不亮就能隐约听到“咚
咚”的敲鼓声和“嘿嘿”的呐喊声。原来，
为了能够参加11月18日即将在合川举办
的中华龙舟大赛合川站的比赛，合川龙舟
队正在进行艰苦的训练。大家铆足了劲
儿，希望能代表重庆，取得好成绩。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赛事级别最高、
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的顶级龙舟
赛事。届时，合川龙舟队将要迎战来自国
内的36支龙舟队伍。

尽管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但合川龙

舟队的队员们仍然不敢轻敌。不管风吹
日晒，每天一大早就开始训练。“划龙舟是
很需要力量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队员为了
保持体力，每天都要吃大量肥肉，才能保
证摄入足够的能量。”合川区体育局局长
左学耕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合川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
合之处，我们的队员天生就是划龙舟的好
手。”合川龙舟女队队长郑江玲表示，队员
们都生长在江边，加上当地企业很早之前
就喜欢搞各种龙舟比赛，所以大家对龙舟
十分喜爱，不少队员都是受父辈影响喜欢

上龙舟，“我爸就是龙舟选手，所以我对龙
舟一点也不陌生。”郑江玲说。

也正因如此，合川龙舟队是唯一代
表重庆市参加国家级龙舟比赛的队伍，
曾先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龙舟比赛、中
国龙舟公开赛、全国体育大会等高水平
赛事，累计获得金牌13枚、银牌15枚、铜
牌13枚。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
赛龙舟竞赛中，合川龙舟队也取得了一
银一铜和两个第四名、两个第五名的好
成绩。

借助“龙舟”这一特色，近年来合川广
泛开展了大大小小的龙舟赛事，让龙舟文
化深植人心。区政府投入资金，在涪江两
岸修建健身步道、健身设施，添置龙舟赛
事设备。利用丰富的水资源以及设施设
备，合川沿江镇街的市民自建龙舟队伍，
参加丰富多彩的龙舟赛事。

在将龙舟“划”向全国的同时，合川
还在体育设施、场馆方面加大力度，增加
投入经费，为群众送去更多的体育“福
利”。

今年3月份，合川区全民健身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

方米，是目前合川功能最齐全的大型综合
性体育健身场所，有足球、篮球、网球、羽
毛球、乒乓球、门球、排球等多个健身项目
场地，并且免费向群众开放，包括停车场、
淋浴室等服务，都不收取市民一分钱。

“这样一来，到全民健身中心来运动
的市民络绎不绝，每天有近2000人通过
预约到全民健身中心健身。”左学耕说。

今年，合川区体育局和龙舟队均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2013-2016年度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左学耕表示，区
体育局将会以创建“中国龙舟之乡”为目
标，积极举办龙舟赛事，面向全国招募龙
舟人才，提高合川龙舟队伍综合实力。
在体育设施场馆建设方面，继续加大投
入，满足合川人民的健身需求，将多项体
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大力推进体育
事业发展。

龙舟赛事引领全民健身热潮龙舟赛事引领全民健身热潮
合川将多项体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记者 刘蓟奕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一边跑
步，一边做公益——如此有爱的公益活
动，你参加过吗？11月11日，重庆体彩
20周年公益V跑暨爱心捐助行动在巴
南区巴滨路举行。作为重庆体彩迄今
为止最大规模的单项公益活动，本次活
动共吸引了3000余名市民参与。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是
将体彩公益事业融入“跑”之中，为所有
热爱健康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提供了一

个共同参与、体验公益旅程的“微公益”
平台。活动中，重庆市篮球管理中心20
位职业运动员以爱心使者的身份领跑，
3000多名市民加入“V跑团”，完成了全
程10公里的“微型”马拉松比赛。

市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开跑
之前，重庆体彩分别向包括贫困大学新
生、患疾儿童和贫困农村学子等在内的
18名困难群众，捐助了6000元。另外，
所有参赛人员交的13.8万元报名费，将

全部用于公益捐赠。除了现场的爱心
捐助外，剩余的善款将用于帮助其他困
难群体。

据悉，重庆体彩一直致力于推动公益
事业发展——过去20年间，共筹集公益
金逾50亿元；近几年来，累计投入数千万
元，开展了“快乐星期八”重庆体彩健康公
益行、扶幼救助行动、中国体育彩票健康
大赛场及“体彩助训·春苗行动”等多个公
益惠民项目，惠及300余万人。

将公益融入“跑”中

重庆体彩举行公益V跑

11月12日，2017年铁山坪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铁山坪森林公园进行。此次比赛由
中国田径协会、重庆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男、女子半程马拉松及男、女子迷你马拉松（5公
里）两个项目。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2
岁。 记者 谢智强 栗园园 摄影报道

近日，“绿水青山间 乐跑古佛山”2017重庆荣昌古佛山迷你马拉松赛在荣昌区古佛
山生态休闲旅游区鸣枪开跑。该赛事吸引了来自国内外10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
赛。 通讯员 林玲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11
月 12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17
年重庆市第三届国际登楼大赛暨
第十届解放碑CBD城市登高楼大
赛，在解放碑WFC环球金融中心
举行。7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健身爱好者参加到了这项特别的

体育活动中。
本次比赛团体赛、个人赛和男女

混合赛的关门时间为1小时，亲子赛
为半小时，凡在关门时间内完赛的选
手，都可以获得特制完赛纪念币一
枚。同时，四个组别均取前32名，本
次比赛的总奖金超过15万元人民币。

重庆市第三届
国际登楼大赛开赛

7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解放碑登高

当代力帆队进校园活动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 记者 卢越 摄

本报讯 （记者 彭光瑞）11
月12日，第三届中国跑客节在黔江
小南海——十三寨景区开幕，来自
北京、上海、山东、云南、贵州、湖南、
湖北、四川等26个省市区的1200
多名跑客参与其中。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
的比赛线路贯穿小南海地质遗址公
园和13个原始古朴的土家山寨，沿
途风景优美，全程13.9公里。参赛
者包括 2016 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5000米冠军严伟，2017年全国田

径冠军赛男子3000米障碍冠军骆
淳，前国家队队员、重庆女子马拉松
半程冠军郑文荣等国内优秀跑客，
总奖金高达11万元。

活动期间，土家十三寨还举办
了“山歌互动”“绳王争霸”等特色活
动。此外，还有滚铁环、扭扁担、爬
竹竿等丰富的土家特色体育项目体
验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同时，跑客节活动期间正值黔江
“2017秋冬季旅游惠民活动”，前往游
客可享受小南海景区门票5折优惠。

中国跑客节开幕

1200余名跑客
黔江开跑

11月12日，跑客在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景区跑步。当日，黔江区第三届中国跑客节开跑，活动分为13.9公里竞速赛和5公里体验跑两个类别，来自国内外的1200余
名跑客参赛。 特约摄影 杨敏

奔跑吧奔跑吧奔跑吧，，，重庆重庆重庆
市民体育运动热呈上升趋势市民体育运动热呈上升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