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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体育
与您同行

本报讯（记者孙军）为加
强我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骨干作
用，推动体育强市建设，连日
来，市体育局先后举办了 3 期
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班和皮划艇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班，先后有 200 余名社会体
育指导员接受了培训。

据了解，为把健身气功健
身活动向纵深推广，市健身气
功协会将陆续在各县 （市） 区
举办培训班，培训八段锦和导
引养生功十二法等健身气功功
法，目前已举办 3 期，培训人
数达 150 余人。他们结业后将
回到所在社区，在自己健身的
同时指导更多的群众科学健
身，习练健身气功。

市体育局副局长宋国宪告
诉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我市广大优秀社会体育
指导员通过线上视频教学、网

上指导、微课堂等形式引导市
民居家锻炼，激发了群众健身
热情。不少健身企业、体育从
业者纷纷推出线上服务，健身
教练在直播平台当起了健身

“网红”，很多退役和现役体育
明星也拿出“压箱底”的绝
活，录制视频指导大众健身。
他们充分发挥引领带头作用，
把所学的技能传授给更多的健
身爱好者，为健康焦作建设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市体育
局非常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不断壮大。据统计，全市拥有社
会体育指导员名30557人，每千
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8.2人。
市、县两级国民体质测试与健身
指导站覆盖率达100%，每年测
试总量达 23000 余人。市体育
局还开办了焦作市全民健身大
讲堂，广泛宣传科学健身理
念，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健身。

我市举办多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
昨日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0
年中国陆上赛艇“百日创纪录
赛”暨全国U系列线上赛艇锦
标赛 （焦作站） 将于9月18日
至 19 日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举
行。这是本年度我市第一次举
办的全国性体育赛事。

“百日创纪录赛”是由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
中国赛艇协会、中国皮划艇协
会、全国业余体校联合会共同主
办的陆上赛艇测功仪比赛，是第
一次以“TEAM CHINA”名
义进行的、面向全民的体育竞
赛。在世界范围内，陆上赛艇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体育
竞赛项目，适合在疫情防控下
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运动需
求。此次比赛在蚌埠、焦作、
苏州、宁波、南阳五个城市同
时举行，焦作站共有 120 名运
动员参赛。

水上运动目前在我市影响
力越来越大。省皮划艇大赛落
户焦作已经三年时间，带动了
我市众多群众参与该项运动。
在今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举办
的“艇进中原”系列赛中，“水
动 全 城 ” 体 验 人 数 达 480 余
人，参赛者达 297 人，大赛还
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水上运动爱
好者前来参赛。

据了解，去年，大沙河体
育公园完成了一条 800 米的赛
道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该
赛道不仅可以承办国家级水上
运动专业赛事，在平时可以满
足广大市民进行水上运动的需
求，还可以进行龙舟比赛。下
一步，我市将利用丰富的水资
源，进一步打造全民健身水上
体育运动，延伸“体育+旅
游”项目，将区域体育、旅游
和生态资源相结合，加快推进
焦作城市建设和水系建设。

中国陆上赛艇“百日创纪录赛”
（焦作站）将于9月18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
昨日从市体育局群体科获悉，
焦作市第十一届门球夫妻赛今
天上午在市太行路全民健身中
心门球健身园开赛。共有来自
各县（市）区28对爱好门球运
动的老年夫妻参加这次比赛。

据了解，为适应疫情防控
常态化要求，全面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
略，本届门球夫妻赛不接受焦
作市辖区以外的选手报名。

门球是我市老年人体育健
身的龙头项目之一，有5000多
人经常参加门球健身，门球活

动丰富多彩，长期不断。近年
来，我市多次承办国家级、省
级门球比赛活动，被国家体育
总局授予全国农村门球大联动

“杰出贡献奖”及“全民健身活
动优秀组织奖”等荣誉。

据了解，从2010年起，我
市已连续举办了十届门球夫妻
赛，10年来，该赛事参赛范围
逐步扩大，参赛队伍逐年增
加，由于活动贴近生活、特色
鲜明、方便参与，近几届吸引
了全国20多个省、市和行业体
协的 100 多对夫妻门球爱好者
参加。

焦作市第十一届门球夫妻赛今日开赛

本报讯 （记者孙军） 近
日，由市象棋协会主办的2020
年焦作市第二届“征云美好生
活家园杯”象棋锦标赛在解放
区征云美好生活家园举行。来
自各县（市）区的32支代表队
12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据了解，此次比赛是历届
比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比赛设

老年组、成年团体组、个人组
和少年组。经过两天的角逐，
产生了各个项目的第一名，其
中，博爱县一队获得团体赛第一
名；王东、马福海分获个人组、
老年组第一名；郭轩、龚时汉、
牛昱博、冯昶林、方博远分获少
年组7岁、8岁、10岁、12岁和
3～17岁组的第一名。

市象棋锦标赛举行

市太极体育中心健身馆、
室外场地对现役军人、残疾
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免费开
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篮球
场、室外田径场、室外门球场
对市民免费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拳文
化展示馆、道德模范展厅、国
民体质监测站、志愿者服务站
对市民免费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西广场和
北广场两个健身园以及 200 多
件各类健身器材、18个乒乓球
台、6 块羽毛球场地，全天向
市民免费开放。

本周活动：
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
9月18日至19日，全国陆

上赛艇比赛举行。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篮球

场8号场地
9月18日至19日，焦作市

周末篮球赛举行。
市太极体育中心健身馆篮

球场
9 月 19 日，金山房产推荐

会举行。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南广场
9月18日至20日，爱玛电

动车展销活动举办。
（焦作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本报记者 孙 军

日前，从市体育局传来好消
息：经市体育局积极推动，近
日，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
心与焦作市三利达射箭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该公
司设立河南省射箭训练基地，由
该公司冠名省射箭队为“河南省
三利达射箭队”。双方联合培养我
省优秀射箭人才，参加全运会、
奥运会等国内外赛事，为省、为
国争光。

这是我市体育企业参与竞技
体育，推动我市体育产业发展的
又一次生动实践。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今
年各类赛事和体育活动停办或延
期，大众健身受到影响，户外健
身达人的“幸福指数”骤降，包

括体育产业在内的众多消费领域
遭受重创。然而，此次疫情更似
一把“双刃剑”，为体育产业转型
发展带来契机，将进一步加快体
育产业融合发展，让体育产业投
资者更加理性。

体育产业是绿色产业、朝阳
产业，对于满足群众多样化体育
消费需求，对于国家调结构、稳
增长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
样，焦作市作为我省传统体育强
市，竞技体育成绩斐然，位居全
省“第一军团”，群众体育快速发
展，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这些优
势对我市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体
育产业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经过为时 1 年的调查，市体
育局完成了全市体育事业、体育
产业的统计调查工作。据统计，
目前我市共有体育企业 400 余
家，经统计核算，2018年我市体

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59.37
亿余元；各类体育场地 8000 余
个，体育场地面积 714 万平方
米，人均面积 1.98 平方米；社会
体育指导员30557人。

目前，我市有国家级体育旅
游基地 1 个 （焦作云台山景区），
五星级汽车营地 1 个 （卢亮沟智
能共享户外出发营），省级体育产
业示范基地 2 个 （焦作市体育场
馆管理中心、温县陈家沟太极拳
发展有限公司），省级体育特色小
镇1个 （温县陈家沟），市级体育
产业示范基地19个，焦作全民健
身网络综合服务平台 1 个，体育
主题展示馆 1 个，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1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太
极拳展馆1个。

近年来，市体育局坚持体
育+产业战略定位，围绕“世界
太极城·中原养生地”目标，以

“体育+文化+旅游+康养”为方
向，依托云台山、太极拳“一山一
拳”两大品牌，着力打造体育旅游
城市品牌，将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
会引入焦作景区，在云台山景区
举办了首届中国云台山夏季英雄
大会、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河
南省“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
会，还在神农山景区举办了首届河
南省全民定向赛，全面推动体育旅
游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市
在2018年和2019年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上，两次荣获中国体育旅
游十佳精品目的地称号，云台山
景区荣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
称号，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
大赛荣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称号。我市能够独揽城市、景
区、赛事三项大奖，有力说明我
市“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工作已
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浓厚的体育健身氛围加上相
关政策的支持，可以说我市体育产
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然而
无法回避的是，我市的体育产业相
对于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来说比较
薄弱。主要表现在规模总量偏小、
发展质量不高、消费动力不强等，
也面临着政策落实不到位、市场配
置资源不充分等诸多困难，一些体
制机制性问题亟待破解。

“焦作体育产业大有可为。”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刘晓军说，体
育产业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需
要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持
续发力，下一步，将继续利用好
我市山水焦作、太极故里的品牌
优势，引进精品赛事，加快体育
旅游融合，带动体育产业发展。
同时，抓住全民健身的契机，让
全民健身成为带动体育产业发
展、拉动基本体育消费的动力。

焦作：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大有可为

健身气功带动全民健身

本报记者 孙 军

9 月 12 日是第四个世界健身气
功日。当天，世界各地共同举办表
演展示等交流活动，我市在市太极
体育中心举办了“中国体育彩票”
2020年焦作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
2020年世界健身气功日健身气功展
示活动，来自全市各县 （市） 区优
秀健身气功辅导站的 600 余名健身
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进行了集中
展示活动，以实际行动引导更多群
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当天上午，进行展示的 600 多
名健身气功爱好者身穿统一的练功
服，排成整齐的方阵，精神抖擞，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他们的动作整
齐划一，一招一式，舒缓柔美，衣
袂飘飘，场面宏大壮观，使人在身
心愉悦中达到了良好的健身效果。

市民李军是其中的一名表演
者，他告诉记者：“练习健身气
功，我觉得全身轻快！”之前他体
弱多病，6 年前开始习练健身气功
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还经常代
表我市去郑州参加省健身气功比

赛。由于经常锻炼身体，他的身体
状态非常好，很少生病，精神抖
擞，面色红润，手脚利索。

市体育局负责健身气功推广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健身气功
是一项集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
理调节于一体的群体性健身项目，
国家大力支持、普及推广该运动。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健身气功
确立为第97个体育运动项目。近年
来，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
段锦、大舞、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马王堆导引术、十二段锦、太极养
生仗九种健身气功功法的推广普及
工作已经覆盖全市各县 （市） 区，
并走进高校、厂矿企业、城市社区
和乡镇农村。目前，全市有健身气
功辅导站点 360 多个，长期习练人
数有2万多人。

据介绍，健身气功非常适合中
老年人习练。老年人容易出现骨质
疏松、老年痴呆等症状，要预防这
些病症，一定要通过锻炼身体进行
保健。健身气功动作舒缓，简单易
学，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运动，能
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得到充分运
动。

——我市开展世界健身气功日系列活动掠影

本组照片均为2020年焦作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2020年世界健身气功
日健身气功展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本报记者 孙 军

作为一名教练员，心中最大
的愿望应该就是带领队员冲进奥
运会赛场，与世界顶尖运动员一
决高下。这个愿望，我市自行车
教练员刘东杰已经实现了。

2016年，时任国家女子团体场
地自行车队助理教练员刘东杰随队
参战里约奥运会。时隔四年，他再
次被国家体育总局抽调到国家队山
地车集训队，担任女子场地自行车
助理教练员，至东京奥运会结束。
他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位带队参战
奥运会的教练员。

刘东杰曾是一名优秀的运动
员。他曾获得全国青少年自行车
比赛冠军，多次获得省运会冠
军；担任教练员后，他带领我市
自行车队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
仗，彻底改变了我市自行车队的
落后面貌，为我市体育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4 年，他带领焦作市代表
队在河南省第12届运动会上获得
6金3银3铜；2017年，他带领河
南省代表队参战第13届全国运动
会，市业余水上运动学校培养输

送的运动员魏苗获得女子组铜
牌；2018年，他带领河南省代表
队参加亚洲杯场地自行车赛泰国
站比赛，我市运动员王孟杰获得
男子场地自行车个人赛冠军；
2019年，他带领我市自行车队参
加年度河南省比赛，共获得13枚
金牌。

金灿灿的金牌背后是辛苦的
付出。

刘东杰今年35岁，1999年开
始从事自行车训练，2002年进入
河南省自行车队参加自行车专业
训练，2009年退役。退役后他在
河南省自行车队任助理教练。

我市自行车队于 2008 年组
建，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驻地
设在远离焦作市区80公里的孟州
市顺涧湖水库附近的市业余水上
运动学校内，由于组队时间晚，
再加上训练地点偏远、生活条件

艰苦等原因，我市自行车队的整
体名次在全省一直较为靠后。
2011 年 5 月 ， 刘 东 杰 被 我 市

“挖”了过来，担任焦作市自行车
队教练。

刘东杰深知竞技体育的训练
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要成
为一名好教练，必须不断丰富
自己的专业知识。他经常阅读
专业期刊，从中关注自行车运
动发展的最新信息，了解世界
的发展动向，取他人之长，丰
富自己的训练教学经验，并传
授给弟子。

几年来，日复一日，不论寒
冬，不论酷暑，刘东杰的工作

日程就是简单的重复，他以自
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体育人的
执着。

为了切实提高我市该项运动
的成绩，他制订了周密详细的训
练计划，精心安排好每一堂训练
课，及时让队员了解河南省自行
车运动项目的现状，带领队员日
复一日坚持着每天最艰苦的训
练，为从根本上改变焦作自行车
队的成绩努力奋斗着。

在谈到未来的打算时，刘东
杰说：“一定要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运动员，让他们冲进奥运会赛
场，争金夺银！”话语简单，却掷
地有声。

冲击奥运奖牌的领路人
——记我市自行车教练员刘东杰

刘东杰（中）。
（市业余水上运动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