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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07

� � � � 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举办10周年的日
子，我国也迎来第十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全民
健身运动近几年快速发展，呈现新态势。

向更美好的
生活迈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一场“加菲猫欢乐
跑”的活动在长沙月亮岛举行，长沙数百跑友参
与其中。跑友“咚咚”说，他是第一次来月亮岛跑
步，以前只知道这里是露营的，今天来了才晓得
规划了这么多体育场地， 以后可以在这里运动
度周末。

8月8日，月亮岛博克森欢乐体育大世界“起
航”，“加菲猫欢乐跑”是其中的一场主题活动。据
介绍，“欢乐体育大世界”包含有综合场馆、欢乐
球场、运动训练场及购物商场等，集运动体验与
健康指导服务、大众体育交流与展示、体育文化

艺术观赏与培训以及休闲娱乐与度假为一体，堪
称“航母级”的体育综合服务平台。

三周前的7月15日，湖南省体育场全民健身
示范中心在市民的热烈期待下“开门迎客”。与
月亮岛位于郊区不同， 该示范中心坐落在寸土
寸金的长沙市区，拥有羽毛球馆、网球馆、室内
篮球馆、乒乓球馆、健身房、国家攀岩室内外训
练场，足球公园，太极气功、瑜伽、门球、国民体
质检测等场馆设施， 日均接待人数可达2000
人，能够充分满足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不同
年龄段人群的体育健身需求。

除了项目多、接纳能力强，该中心作为示范
中心，坚持体育惠民，几乎所有场馆都有免费和
低收费时段。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在该中心开放

日上表示， 全民健身示范中心将服从服务于建
设“健康湖南”、“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坚持把
“体育惠民”放在突出位置。李舜还介绍，未来省
体育局会和教育部门加强协调， 让校园内的体
育场地和设施进一步开放， 以满足百姓日益提
升的健身需求。

在我省， 健身运动的场地不止在城市。省
体育局近几年突出围绕“江、湖、山、道”打造全
民健身活动品牌，推出了“徒步穿越大湘西”、
“户外健身休闲大会”等品牌活动，让百姓走出
城市，走进户外，享受运动和大自然。这些体育
活动与旅游高度融合，广受好评，很多广东、江
西、安徽的户外爱好者纷至沓来。

� � � �目前，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正在
全省14个市州举行。

“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两年
一届，以“健康湖南、全民共享”为主题。运动会项
目设置接地气、门槛低，下到6岁小朋友，上到70
岁的老人，都能找到适合参与的项目。运动会设3
个大项、26个小项，都有百姓喜闻乐见的项目，其
中还有8个小项是通过全民运动会官网和湖南省
体育公共服务平台“运动猿APP”上进行投票征
集，最终航空航海模型、五子棋、门球、柔力球、武
术、踢毽子、轮滑和健步走等项目脱颖而出。

应时代潮流和全民需求，越来越多的普
通百姓走上了健身大舞台。

7月21日，怀化鹤城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
动会武术比赛海选在鹤城体育中心举行，舒亚洁
是初一学生，别看她外形柔弱，练习武术已经有4
年，全民运动会的举行让她多了锻炼和展现的机
会，收获了自信。据介绍，全民运动会4月份启动，
截至7月，全省已完成海选赛超过600场，直接参
赛人数超过30万。 根据赛程，8月至9月全民将完
成项目选拔赛，总决赛将于10月至11月间上演。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在天津举行，全运
会首次增设了19个群众体育项目， 近8000名业
余选手站上决赛赛场，直接参加海选的民间爱好
者达到千万。其中我省有1165名业余运动员
参加，210人进入决赛，最后获得了2枚金牌、
9枚银牌、10枚铜牌的好成绩，在全国观众面
前，展现了湖湘儿女的精气神。即将于9月3
日开幕的第十三届省运会，也将让业余选手
登上专业竞技的舞台。

更大舞台
全民运动会应运而生

更多场地
百姓的选择越来越多

� � � � 31岁的陈怡是南郊公园一家健身房的
健身教练，而在今年年初，她还是一名朝九
晚五的设计师。

据介绍，陈怡2015年开始健身，最早是
羡慕别人的马甲线和蜜桃臀。几年下来，因
为天天泡在健身房，结果今年把自己“练”
成了教练。“健身是会上瘾的。”陈怡说，“除
了自己的身形越来越健美外， 自信心也提
高了，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感。”

陈怡告诉记者，“健身的人肯定是越来

越多了，关键是理念也在变化。大家运动健
身不仅是抱着减肥等目的， 更多是对健康
生活的追求和自我实现。”她还表示，也因
为民众对健身的理解越来越科学， 那些只
会销售， 而专业技能不足的教练也在慢慢
淘汰。

尽管开放不到一个月， 湖南省体育场
全民健身示范中心里的翼腾体育篮球馆几
乎每晚都是“客满”状态。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我们这里有两片室内场地， 两块
半室外场。每天5点开始进人，来晚了可就
没位置了。”

住在东风路的李立军每周要打2到3次

篮球， 对全民健身示范中心终于修了室内
馆赞不绝口。“家附近终于有个室内馆了。
尽管要收费，但室内球馆的感觉的确更好，
而且风雨无阻，只是热了点。”李立军和朋
友建有微信约球群， 大部分时间自己群里
约着一起打，也和其他球队约战。

于李立军而言， 篮球是健身， 也是放
松， 同时还是一种社交方式。“以前群里就
是几个老同学， 现在越来越多人主动要求
拉进来，而且各行各业都有。每周几次打球
聊天吃烧烤喝啤酒，感觉很惬意。”他认为，
体育圈里的朋友因为同一种爱好走在一起
的，更纯粹也更简单。

更加主动
运动理念时尚多元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8月8日是2008年北
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纪念日， 也是我国第十
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启动仪式也隆重举行。

吉祥物是奥运会视觉形象系统与景观设
计的重要元素，是最受公众欢迎、最具纪念价
值的奥运品牌形象，也是最受社会关注、最易
于青少年参与的奥运文化活动。 此次全球征
集时间为今年8月8日至10月31日。 随后将经
过专家评审、修改深化、社会评议、法律查重
和审批等程序，最终确定设计方案，并计划于
2019年下半年适时发布。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全球征集启动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周倜） 首届
“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暨长沙市“中国电
信大王杯” 钓鱼选拔赛今天在长沙望城千龙
湖国家湿地公园垂钓基地举行。

根据比赛规程， 比赛统一限用5.4手杆钓
混合鱼。 经过下午两场比赛激烈角逐， 王平安
收获冠军， 李喜东、 冯建伟分列二、 三名。 按
照规则， 本次比赛中排名前12的选手将代表长
沙市参加湖南省首届“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
钓鱼总决赛。

此次比赛由长沙市政府主办， 长沙市体
育局承办， 长沙市钓鱼协会执行， 中国电信
湖南长沙分公司和长沙市千龙湖国家湿地公
园垂钓基地协办。

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
钓鱼选拔赛举行

� � � � 据新华社堪培拉8月8日电 澳超球队中
央海岸水手的首席执行官肖恩·米尔坎普8日
回应了外界的质疑声，他认为有着“闪电”之
称的前奥运冠军和短跑名将博尔特跨界试训
职业足坛绝非作秀。

31岁的博尔特按计划将于8月18日抵达
澳大利亚，并将在中央海岸水手进行试训，如
果能通过试训的各项考核， 这位牙买加“飞
人”将有望获得职业合同，在新赛季出战澳超
联赛，完成从田径场到足球场的跨界。

澳超球队：

博尔特跨界试训足坛不是作秀

� � �

▲

8月8日，湖南
省体育场全民健身
示范中心，市民在羽
毛球馆打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