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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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体育中心体育馆1号厅

1月11日至16日
太极拳拳师培训班

（焦作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本报记者 孙 军

今年18岁的殷振华是我市
一名优秀的竞走女运动员。连
续3年为我市拿下2枚全国比赛
银牌和 1 枚铜牌，为我市的竞
技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殷振华是温县人，2015年
3 月在温县一中读书时，一次
学校运动会比赛中，被市体育
运动学校竞走教练员杨凯选
中。随后，她转入市体校，从
此开启了自己的体育生涯。

“这个孩子运动天赋很好，
身体素质较突出。在运动中双
腿活动频率很快，这说明她的
协调性好，很适合练习竞走项
目。”杨凯向记者讲述了第一次
见到殷振华的印象。

刚到市体校时，殷振华觉
得一切都很新鲜，虽然每天练
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但
热情高涨。“后来慢慢开始接触
正式的竞走训练，每天都要走
10公里左右，日复一日，又累
又枯燥，没有了之前那种热血
沸腾，很多时候自己都想放

弃。”殷振华回忆道，尤其是在
训练坚持不住的时候，放弃的
念头更强烈。

杨凯看出苗头不对，反复
做她的思想工作，最终，在教
练员和她父母的鼓励与支持
下，殷振华坚持了下来。

殷振华特别感激她的教练
杨凯。“刚进体校时，我的父亲
刚做完手术，家里经济情况不
好，负债累累，教练知道我的
情况，一直在帮助我，帮我交
食堂的饭钱，还帮我申请补
助。最重要的是经过教练的培
养，成功地把我输送到了省田
径队。”每当谈起自己的教练，
殷振华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在学习上，殷振华成绩优
异，一直排名班级第一。在班
里是班长，是老师的得力小助
手。训练没有耽误学习，学习
也没有耽误训练。在生活上，
她可谓是四点一线——寝室、
食堂、教室、训练场。

2017年12月，殷振华被输
送到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进行训练，她总是比别人练得
认真、练得狠、练得多。因为
她知道，只有勤奋，她才能越
走越远。

坚持和勤奋终于得到回
报。2018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
她和队友夺得20公里团体第二
名；2019年全国竞走锦标赛获
得20公里团体第三名；2020年
全国竞走锦标赛获得20公里团
体第三名。

今年，殷振华将面临高
考。她希望能考上一所优秀的
大学，继续自己的体育之路，
争取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取得优
异的成绩。

跑道上的坚守者
——记我市竞走运动员殷振华

本报讯（记者孙军）由市
体育局、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市太极拳协会主办的“专
家和太极拳师谈抗疫”宣传展
览活动近日在市太极体育中心
体育馆展厅开展。

去年 3 月初，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市太极拳协会
在本报《太极拳》专版上开辟
了 《太极防疫名家谈》 专栏，
邀请我市部分太极拳优秀拳
师，结合部分专家和学者的讲
话或视频，联系自身练拳实践
和体会，撰写并发表太极拳与
抗疫作用等方面的文章，以实
际行动配合了全市防疫工作。
截至目前，该栏目已发表30余
篇作品。

为使广大群众能够更直
观、更清楚地了解学习，让更
多的人分享这批成果，我市体
育部门将专家学者和部分太极
拳优秀拳师的文章制成宣传版
面，集中展示，让广大市民参
观阅览，深刻理解太极拳对健
身防病的重要作用，推动太极
拳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推
广和传承。

据了解，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基于钟南山、张伯
礼等院士的肯定和推介，加之
广大太极拳人的推广与努力，
太极拳提高免疫力、改善气血
和肺功能的抗疫价值得到突
显，成为广大民众防疫抗疫、
强身健体的重要选项。

推广普及太极拳 强身健体助抗疫
“专家和太极拳师谈抗疫”宣传展览活动举行

宣传展览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本报记者 孙 军

进入寒冬时节，凛冽的北风
和凋落的枯叶，无不渲染出一片
萧瑟之景。而在市太极体育中
心，却是一派健身的热闹场景，
众多市民在各个场馆享受着免费
或低收费的健身服务，挥洒汗
水，收获健康，在严冬中迸发出
无穷的斗志。

亲子健身园里，孩子们尽情
玩耍；健身馆内，众多市民在各
个健身场馆运动健身；游泳馆
内，游泳爱好者尽情畅游；体育
馆内，多场省市级赛事活动轮
流上演；各个室外健身场地，
一批批健身爱好者在享受健身
的快乐……

连日来，记者在市太极体育
中心采访，感受到了该中心的勃
勃生机，感受到了市体育部门倾

力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实现
体育惠及民生的初心。

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主任李
卫东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
2020年，市太极体育中心共举办
体育赛事及体育文化活动 70 场，
参与人数 58453 人次；举办培训
班 56 期，参与人数 53978 人次；
接 待 考 察 团 71 次 ， 接 待 人 数
35808人次（含太极拳文化展示馆
及体育主题展示馆），进行健身指
导442130人次；免费为专业训练
队提供场地 654 场，参与 45500
人次；接待健身及游览群众达
200 余 万 人 次 ， 体 现 了 体 育 为
民、惠民，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断增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市太极体育中心是我市着力
打造太极文化国际品牌、加快社
会事业发展大背景下的重要城市
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市太

极体育中心投入使用以来，市体
育局一直按照国家大型场馆管理
规定，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
放，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健身服
务。免费开放的有太极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馆、体育主题展示
馆、道德模范展厅、室外篮球
场、室外门球场、室外田径场和
东西两个健身广场以及太极苑、
足球场、亲子健身园、休闲驿站
等场地设施。

2020 年，市体育场馆管理中
心认真执行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政策，坚持“公益为
主、适度经营”的原则，体育场
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和设
施都已经全部免费或低收费向社
会开放，开放时长均已达到和超
过标准要求。

去年 3 月份，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后，市太极体育中心陆续限
流对外开放，本着对人民群众的

生命负责、对场馆安全负责的宗
旨，该中心制订了严格的疫情防
控期间开放方案。扫码入馆，登
记信息，测温进入，按要求设置
隔离点，对工作人员进行接待流
程培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
间，该中心上下一心，严格对
待，没有丝毫懈怠。

位于市太极体育中心南侧
的室外足球场于去年 5 月份建
成，全天免费向市民开放。该
场 地 占 地 面 积 约 29462.45 平 方
米，含 2 块标准的 11 人制足球
场 ， 2 块 5 人 制 足 球 场 ， 1 块
11894.9 平 方 米 的 市 民 休 闲 广
场，能够满足市民休闲健身和
足球训练等需求。

为让广大市民在休闲健身时
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市体育场馆
管理中心还延长了该中心的路灯
照明时间。此外，因维修、保
养、设备故障、安全、训练、赛

事等原因，对于不能向社会开放
或需调整开放时间的健身场馆，
均提前一周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
公告。

随着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不
断提升，市太极体育中心的人气
也越来越旺，各项赛事和活动几
乎每周都在该中心上演。

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
所在，体育亦是如此。去年，市
体育局积极融入城市发展大局，
将体育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紧紧
联系在一起，深入挖掘体育的综
合价值，积极完成体育部门承担
的脱贫攻坚、文明创建、环境污
染防治等任务，实施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持续提升了市太极体育
中心的功能与服务水平，优质的
体育服务、丰富的体育设施、优
美的外部环境，体现了体育为
民、惠民，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断增强。

立足体育惠民 提升幸福指数
——市太极体育中心开展公共体育服务工作侧记

焦作市县（市）区学校输送运动员2020年省级比赛成绩一览表（一）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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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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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姓名

王嘉欣

王嘉欣

王泽轩

柳佳慧

李鑫

姚玉滢

张雯钦

董一鸣

刘洋

秦雯喆

史浩田

李彦霖

李冰鑫

史浩田

李彦霖

性别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比赛名称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2020年河南省拳击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育彩票”河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2020年“中国体彩杯”河南省U系列田径锦标赛暨传校锦标赛

2020年青少年射击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比赛项目

女子甲组跳高

女子甲组4×100米接力

男子甲组4×400米接力

女子甲组4×400米接力

女子甲组4×400米接力

女子乙组单打

女子少年组70公斤

男子甲组五人制

女子甲组4×100米接力

气手枪60发团体

男子甲组单打

女子甲组单打

男子甲组双打

男子甲组单打

女子甲组单打

获得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三名

参赛教练员

张鹏、胡华欣

张鹏、胡华欣

张鹏、胡华欣

张鹏、胡华欣

张鹏、胡华欣

孙青

胡学新

陈龙

张鹏、胡华欣

王东妞

孙青

孙青

孙青

孙青

孙青

所属县区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市直

输送单位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焦作市第十二中学

焦作市第十二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殷振华在训练。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蓄力冬训
挑战自我

——我市体育健儿冬训掠影

⬅乒乓球训练。

⬆举重训练。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刘金元摄）

⬆中国跤训练。

武术器械训练。

⬆柔道训练。

⬆跨栏训练。

⬆长跑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