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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蔡矜宜 责任校对 彭扬 体育13２０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2012年是奥运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的深入之年。10月5
至7日，第三届湖南省全民健身艺术节将在衡阳举行，届时广大群众将体验到一场———

“最湖南”的健身节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南阳9月20日电（记者 王亮）第
一次参加南狮项目如何？年纪小又如何？
在9月19日进行的农运会舞龙舞狮项目
的南狮障碍赛中， 湖南队的两位小将刘
俊杰、龙广波克服了经验少、压力大等困
难，以28秒8的成绩脱颖而出，为湖南队
获得了首个舞龙舞狮赛一等奖。

本届舞龙舞狮赛我省以年轻队伍出
征，以参加南狮障碍赛的龙广波、刘俊杰
为例，两人分别只有16岁和18岁，参加这
样的大赛更是第一次。教练游先昂赛后表

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首先因为我们是
首次参加南狮项目，其次两名队员都非常
年轻，这个一等奖来之不易。”

赛场上，这样一头“年轻”的南狮展
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无论
是梅花桩、独木桥，亦或翻腾、跳跃，两位
小将均游刃有余。 当两人气喘吁吁地完
成比赛后， 裁判也很快给出了成绩：“28
秒8！” 最后一支队伍随后未能突破28秒
8，两位湖南伢子最终将这个一等奖捧入
了怀中。

有强壮的大力士， 有新潮的街舞者，
还有动感十足的健美操女孩……这是今
年国庆期间即将开幕的第三届湖南省全
民健身艺术节所展现的场景。

“本届全民健身节将在规模和形式上
超越前两届，我们将打造一届充满湖南特
色的健身狂欢节。” 省体育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主任、本届健身节组委会秘书长周
光正介绍说。

以“品牌”带动全民健身

近几年，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体育健身需求，我省陆续出台了《湖南
省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11———2015
年）》、《湖南省全民健身条例》等多项政策
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的开展。

“要让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锻炼，
以活动来带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省
体育局局长李舜介绍说， 我省将倾力打
造 “江”、 “湖”、 “山” 为湖南特色的

全民健身新品牌活动， “打造湘江健身
走廊 （江）、 环洞庭湖生态健身圈 （湖）
和三湘名山户外运动 （山） 的群众体育
品牌活动。”

与此同时，“全民健身节活动”、“大众
体育运动会”、“机关运动会”、“社区运动
会”等也逐渐成为了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
“品牌”。

李舜认为 ， 这些活动都是规模大 、
示范性强 、 影响力久的 “品牌 ” 活动 ，
都具有强烈的轰动效应， 对于提高群众
的健身意识， 动员和吸引群众参与健身
活动 ， 增强健康体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
特别是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的全民健身
节， 由于其项目多， 参与人数多， 影响
广泛， 已经成为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的响
亮 “品牌”。

健身节“亮点”多多

“本届全民健身节预计将有超过
6000名参赛群众齐聚衡阳， 届时 ， 最具
湖南特色的10大全民健身项目将在3日内

同时进行， 这将使活动现场形成相当浓
郁的节日氛围。”

周光正介绍， 参与面广、 群众积极
性高、 人群跨度大和竞赛内容集中进行，
是本届健身节的4大特色。

据悉， 本次活动共设置了体育舞蹈、
健美健身、 大力士、 攀岩、 平地花式小
轮车、 广场健身舞、 排舞、 街舞、 健美
操、 姚记扑克等10大比赛项目， 以及诸
多表演和展示内容。 比赛不设任何门槛，
参赛选手不代表市州参赛， 只代表俱乐
部、 社区或个人。

周光正认为， 全民健身节要做出湖
南特色， 必须在竞赛项目、 形式上有所
突破。 例如， 首次推出的大力士挑战赛，
就将以 “提活猪”、 “抢新娘”、 “抬花
轿” 等贴近生活的方式进行PK， 各种新
鲜玩法让你在娱乐中感受健身的乐趣。

湖南人追求时尚的脚步永不停歇 ，
本届健身节推出的另一个全新项目 “排
舞” 正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追求潮流的
年轻人而言， 极具观赏性与技术性的排
舞， 定是寓娱乐于健身的不错选择。

国庆到衡阳，健康狂欢两不误

与前两届健身节相比， 今年的比赛
不仅在项目设置和展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在举办时间和选址上更有全新的尝试 。
“选择国庆黄金周这个时间段举办， 是希
望让平日工作繁忙的人们在度过小长假
时， 能多出一种选择， 投入到健身中来，
欢度节日的同时还锻炼了身体， 一举两
得。” 周光正说。

本届健身节的举办地也是首次走出
省会。将衡阳作为各市州的首站，则与当
地群众体育开展氛围、普及度以及配套设
施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周光正透
露，本届全民健身节受到了衡阳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 目前已在当地开办了多场裁
判、教练以及健身爱好者的培训。

“体育舞蹈一直是我们的强势项目，
另外，排舞、健身操等群众覆盖面也很广。
近3年， 我们投入了1000多万元用于全民
健身设施的完善， 去年就建了6个大型广
场。”衡阳市体育局副局长刘朝汉介绍。

数星客·2012第5届中国萍乡武功山国际帐篷节暨首届武功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近
日在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举行，共吸引上万名户外爱好者参加，盛况空前。 刘仕红 摄

湖南伢子“初生牛犊不怕虎”

本报9月20日讯 （通讯员 李旭林 记者 何国庆） 金牌16
枚、 银牌7枚、 铜牌13枚， 奖牌总数排全国第五， 团体总分
全国第七。 这是湖南代表团在天津大运会上交出的一份沉甸
甸的成绩单。

9月18日， 历时10天的全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天津
落幕， 湖南代表团争金夺银共创历届大运会最好成绩， 奖
牌总数、 团体总分均首次列中西部省份第一。

湖南代表团往届最好成绩是上届大运会， 金牌总数与
总分分别列全国第八位、 第十位。 此次大运会在田径与定
向越野项目上， 取得了田径项目总分和奖牌数全国第一，
定向越野全国排名第二的好成绩。

我省创大运会历史最佳战绩
奖牌总数列全国第5位

（紧接1版） 投资3700万元的30集音乐电
视剧《罗四姐对歌刘三姐》已完成前期筹
备工作；投资5亿元的以嘉禾民歌和伴嫁
风俗为主题的民俗文化园也在规划中。

嘉禾县委书记赵宇介绍， 县里正将

民歌文化、 美食文化与旅游产业有机结
合起来，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把文化
产业作为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来培育。目前，已规划文化旅游建设项目
28个，投资总规模超过30亿元。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9月 20日

第 201225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03 1000 503000

组选三 751 320 240320
组选六 0 160 0

7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9月20日 第201211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145140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7 25533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84
52838

1029782
6378241

26
1743
35067
204375

3000
200
10
5

1310 20 22 31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