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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7日讯（记者 谭云东 苏原平） 近
年来，我省青少年体质的重要指标一直呈下降
趋势，除了重智轻体、应试教育等主因，中小学
体育教师师资力量匮乏、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
也不容忽视。 为提升我省小学体育教育水平，
更新体育教学理念，7月15日至8月7日， 来自全
省14个市州的70名小学骨干体育教师， 在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进行了集中培训。

据介绍，本次培训是“国培计划”中西部农
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之一。 “国培计划”指“中
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是教育部、财政部
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特

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 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从2010年以来承担了“国培计划”
每年我省小学体育教师培训任务，实施4年来，
已累计培训小学体育教师500多人。

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黄依柱介
绍，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内该学科领域的一流专
家、一线优秀教师、教研员进行授课，围绕我省农

村小学体育教学质量、 课堂教学的策划与实施、
阳光体育运动等开展针对性的碰撞交流，培养会
学、会用、能想、敢创的新型小学体育骨干教师，
使参训教师在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中成为当地
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种子”教师。

这次参加培训的70位体育教师，有多名教龄
超过20年的老教师，也有刚从高校毕业的年轻老

师，均来自我省各市州农村中小学。 桃源县郑家
驿乡中学的李益军从事了22年的农村体育教学，
这次培训有不少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让他受益
匪浅，“汪晓赞教授的 《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改
革》讲座，一些课程设置细节就给我很多启发。 ”
道县清塘中心小学体育教师唐苗盛，2010年从湘
南学院体育系毕业后回家乡任教。 他认为这15天
的培训很充实，“我们学校有2100多名学生，总共
才3名体育教师， 每周一名老师至少要上16节体
育课。 一方面农村体育教师紧缺，另一方面教学
理念和实践方法也欠缺。 这次‘充电’很及时，回
去要好好消化，用于教学实践。 ”

■场外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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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健身日。
顶着烈日组织人海式的健身展示活

动， 免费开放体育场馆但仅限全民健身
日当天， 这种运动式的宣传活动， 多少有
点作秀。 “每天锻炼一小时， 健康生活一
辈子”， 口号已经耳熟能详， 真正践行还
需要各级体育部门从百姓利益出发 ， 从
实处做起。

省人民体育场将盘踞多年的驾校搬
离， 修建了5片3人制篮球场和3片5人制足
球场， 受到市民的交口赞誉。 没有健身场
地， 全民健身活动的宣传锣鼓即使敲破天
也是白搭。省人民体育场不搞花架子，从市
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从实处做起，还“场”于
民，这是对全民健身日的最好宣传，也获得
了最佳的社会效益。 据悉，驾校搬离后，每
天前来省人民体育场打篮球的市民超过
200人次。加上原有的网球场、门球场等，省
人民体育场成为长沙市北城区的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 但还远不能满足市民的健身需
求。为此，省人民体育场又制定出新的提质
改造方案， 覆盖更多的健身项目和配套服
务，将打造成“人民的体育公园”。

长期以来， 全民健身活动存在着体育
场馆不足、 健身场地狭小等诸多矛盾， 这
是城市快速发展和百姓健身需求不断提高
所形成的冲突。 即便如此， 现有的体育场
地还常常受到各种侵占； 各类气势恢宏的
奥体中心和体育场馆也 “徒有其表”， 除
了举办体育赛事和明星演唱会外， 基本与
普通百姓 “绝缘”； 有的体育场馆虽然对
外开放， 但门槛甚高， 不是普通百姓消费
得起的。

体育是最基本的民生。 要使体育民生
惠及百姓， 首先要让公共体育设施回归百
姓， 让百姓切实享受到公共文化体育带来
的便利和实惠。 没有完善的公共体育设施
和体育场馆， 构建亲民、 便民和惠民的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只是一厢情愿的 “空中楼
阁”。

全民健身，亟须收复“失地”，还“场”于
民，回归公益。 省人民体育场将驾校搬离，
迈出了还“场”于民的第一步。笔者建议，在
不影响运动队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下， 省人
民体育场、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的田径场还
可进一步向市民开放。同时，还要及时推动
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逐步向公
众开放，让公共体育设施恢复公益身份，真
正融入百姓生活。

夜间健身热火朝天
8月7日晚，长沙的夜晚气温仍有35摄氏度

左右。 省人民体育场内灯火通明，篮球场、足球
场、网球场上热火朝天，市民健身的热浪早已
盖过酷热的天气。

从篮球场上下来，年近50岁的黄先生一边拿
毛巾擦汗， 一边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是一家驾校
的倒桩训练场，那时候汽车废气太多，又不安全，
没办法健身。 ”去年下半年，省体育局责成省人民
体育场将这所驾校搬离，还“场”于民，并投入100

多万元修建了5片3人制篮球场。 从今年4月22日
起，球场正式对外开放。3个多月过去了，只要不下
雨，球场几乎每晚都热火朝天，很多人排队候场。

“现在的这块场地太好了，地板很有弹性，
和室内比赛场地一样。 ”发现这块“宝地”后，黄
先生成为这里的常客，他每周都来打3至4次篮
球，球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大”。 “我从小就喜
欢打篮球 ， 现在虽然没有年轻人那么好的体
力，但一打起球来就忘记了自己的岁数。 ”黄先
生认为，长沙像这样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并且
面向所有市民开放的球场太少了，这也是省人
民体育场火爆的原因之一。

“80后”小罗住在省人民体育场附近，“大学

毕业后我就很少打球，这块场地像吸铁石一样
把我吸过来了，很快就跟大家打成一片 ，有一
种回到大学生活的感觉。 ”

历史演绎时代变迁
省人民体育场历史久远，清朝末年曾经是

军队练操的协操坪，1930年改造成省立公共体
育场。 据民国23年4月《长沙一览》载：“省立公
共体育场跑道每圈800米 ，有篮球场6个 ，排球
场4个，足球场3个，网球场2个，游泳池1个。 ”解
放后 ， 这里成为长沙市民集会的东风广场 。
2003年改扩建成省人民体育场，承担全国五城
会女子足球赛。 如今，省人民体育场成为我省

全民健身活动的一块重要阵地。 省人民体育场
的历史演变过程，折射出国民在不同时期的文
化体育需求，更是一个城市不断发展的写照。

随着全民健身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省人
民体育场将继续“提升自我”，满足大众不断增
长的健身需求。

“现在，我们的3人制篮球场、5人制足球场和
网球场完全供不应求，还有人周末从株洲、湘潭赶
过来‘约战’。 ”省人民体育场场长刘建华介绍，搬
离驾校、 修建篮球场只是体育场提质改造的第一
步。 “为了能尽量满足群众的需求，下一步省体育
局将在人民体育场修建综合运动馆和全民健身大
楼，预计投资1个多亿，有望今年年底动工。 ”

刘建华介绍，“等综合馆和健身楼建好后，我
们将实行‘一卡通’消费，健身、检测、洗浴、用餐、休
闲一应俱全。 ”据了解，综合运动馆和全民健身大
楼的建筑面积将达28000平方米，地下一层为停车
场，楼上将设28片羽毛球场、9片网球场、1片室内篮
球场，以及乒乓球、保龄球、斯诺克、瑜伽等。 “整个
工程建成后， 长沙市将会形成 ‘南有贺龙体育中
心，北有省人民体育场’的全民健身中心格局。 ”

健康生活就在“身边”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是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重要保障。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
余跃武介绍，我省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处于全国中
上游水平，其中长沙、株洲、湘潭、郴州、衡阳等市
州的全民健身设施比较完善。 此外，在2008年至
2012年， 我省还争取国家体育总局雪炭工程23
个，7541个行政村纳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

余跃武介绍，近年我省着力于打造“江、湖、
山、道”具有湖南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创建
“一县一品”全民健身主题特色品牌活动。 目前，
常德石门的九子鞭、桃江的定向越野、汨罗的龙
舟、安化的羽毛球等，群众参与度高，影响力大，
成为我省具有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

尽管我省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关注与投入
越来越大， 但群众抱怨 “场地不够用 ” 的声
音仍然存在 。 余跃武表示 ， 我省将继续打造
全民健身 “三边工程”， 即 “身边的场地、 身
边的组织和身边的活动”， 推动我省全民健身
活动网络化建设 ， 构建亲民 、 便民和惠民的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 “我省将继续完善公共
体育设施 ， 到2015年将有50%以上市 （州 ）、
县建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 让百姓享受健康
就在 ‘身边’ 的福利。”

尽管我省的高温天气一 “烧” 就是30多天， 但仍无法阻挡人们的健身热情。
第5个全民健身日前夕， 记者在省人民体育场发现———

全民健身
亟须收复“失地”
苏原平

提升小学体育教育水平

我省农村体育教师暑期“充电”

8月 7日晚 8时
许， 不少市民来到
湖南省人民体育场
的户外篮球场进行
健身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天气热，全民健身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