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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 报报

本报讯（记者孙军） 2 月 5 日，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晓军带领班子成员、
体育系统部分党员干部和全体帮扶责
任人，到帮扶结对村——孟州市槐树
乡古周城村，开展“话脱贫、感党
恩、奋进新时代”主题活动暨春节走
访慰问，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必需品
并致以节日祝福，希望他们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
89 岁的郝桂荣老人坐在轮椅上，紧
紧握着刘晓军的手激动地说。走访慰
问中，刘晓军一行带着慰问品走进古
周城村困难群众家中，与他们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近期家庭生产、生
活情况，存在的困难以及需要解决的
问题等，并深入宣传党的扶贫政策和
脱贫成效。温暖的笑容，亲切的话
语，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浓浓
关怀，心中掀起股股暖流。

“我们老两口活到现在，都是党
的扶贫政策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
党、感恩党！”在该村村委会会议室
举行的座谈会上，该村脱贫户杨新社
说。座谈会上，市体育局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脱
贫户等畅所欲言，把“藏”了多年的
话一“吐”为快。

“这些年，我们全家过得很充

实、很幸福。今年，我争取再多养些
猪，带着乡亲一起致富！”该村共产
党员席卫信心满满地说，他之前家庭
贫困，生活压力大，在党的扶贫政策
支持下，他学习了养殖技术，政府提
供给他5万元无息贷款，进行生猪养
殖，从开始的5头猪，发展到现在的
60余头，年收入30余万元，被孟州
市授予“脱贫之星”。

“脱贫攻坚五年来，古周城村村
容村貌得到了巨大改善，村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市体育局驻
村前任第一书记常伟、范小波和现任
第一书记杜观元分别介绍了村“两
委”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效，并
对今后古周城村的发展以及巩固脱贫
成果、防止脱贫户返贫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

2015 年9月，市体育局“四帮四
扶”工作队开始在古周城村开展驻村
帮扶工作。5年多来，市体育局党组
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竭尽全力解
决村民实际困难。经过努力，古周城
村成为 2016 年孟州市唯一一个整村
脱贫村。为了防止贫困群众脱贫再返
贫，市体育局帮扶工作队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变“输血”为“造血”，
将扶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以发展集
体经济带动全村人稳步增收，带动了
美丽古周城村建设。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畅所欲
言，大家一起回忆过去、对照现在，
通过今昔对比，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念，并对市体育局近
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上的付出和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晓军在讲话中希望古周城村的
乡亲们不忘党恩，感谢党的政策，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他
表示，新的一年，市体育局将牢记使
命，接续务实为民，扎根农村，结合
乡村振兴工作，力所能及地为古周城
村提供政策、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支
持，与村“两委”一起协力奋进，并
肩战斗，以务实行动努力绘就乡村振
兴新画卷，让脱贫户真正过上好日
子，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话脱贫感党恩 携手奋进新时代
市体育局开展主题活动暨春节走访慰问 本报讯（记者孙军） 记者

昨日从市体育局了解到，为动
员和引导全市群众积极参与体
育健身活动，在春节期间营造
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市体育
局为广大市民准备了内容丰富
的“春节健身大礼包”——焦
作市迎新春全民健身线上系列
活动，邀您一起运动过大年。

每年春节期间，市体育局
都会组织各体育协会、体育组
织在全市各地举办内容丰富的
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受疫情影
响，今年的春节体育活动改为
线上进行。由市体育局主办、
市体育总会和各县 （市） 区体
育主管部门承办的2021年焦作
市迎新春全民健身线上系列活
动，共有武术展演、广场健身
操舞、体育运动短视频大赛 3
项内容，参赛形式由以往的集
中参赛改为分散参赛模式，以
居家健身为主题，丰富节日期
间的公众体育文化生活。

2021年河南省第十七届中
原武术大舞台武术展演活动暨
焦作市迎新春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太极拳线上展示活动，是
我市春节期间的一个品牌群体
活动，每届活动都会吸引上千
名来自全省的传统武术爱好者
来我市展示技艺、切磋交流。
今年展演活动将转为线上进
行，共设郑州、开封、焦作等
15个分会场，展示各地流传的
优秀拳种和传统项目。

广场健身操舞网络视频大
赛采用视频评比方式进行，广场
健身操舞爱好者均可以团队或家
庭（3人至4人）为单位报名参
加，参赛视频可在室内、室外开
阔场地录制，不得因视频录制而
产生聚集行为。体育运动短视频
大赛手机、摄像机等设备拍摄均
可，拍摄制作10秒至30秒的个
人原创短视频，拍摄主题以体育
运动为主，可以是自己参加体育
运动的精彩瞬间，也可以是拍摄
制作的我市2020年举办的体育
活动的精彩集锦。具体参赛情况
请微信添加“焦作全城运动网”
公众号，关注后在菜单中点击

“线上竞赛”，点击相应的项目链
接按提示报名并参赛。

市迎新春全民健身线上系列活动
邀您运动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孙军） 春节
长假，千万别忘了锻炼身体。
昨日，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公
布了2021年春节期间我市各体
育场馆的开放情况。

市太极体育中心是我市目
前最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
馆。2021年春节期间，市太极
体育中心所有室内场馆定于 2
月10日（农历腊月廿九）17时
闭馆，游泳馆2月17日 （农历
正月初六） 恢复正常开放，其
他室内场馆2月15日 （农历正
月初四）起恢复正常开放。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场地
春节假期正常免费对外开放。
室外场地包括室外篮球场、室外
田径场、室外足球场、室外门球

场、亲子健身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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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羽毛球场地等，这些
健身场地全天向市民免费开放。

市体育局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发出通知，根据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请广大市民来
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内场馆和室外
篮球场、室外田径场、亲子健身
园健身和游玩时，按照体育场馆
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佩戴口罩，
接受体温检测，并出示身份证进
行登记，扫健康码合格后进场运
动。此外，进场、出场必须佩戴
口罩，须保持1.5米左右距离，
人员不得聚集；不得举办赛事
和人员聚集的群体活动。

这些体育场馆春节免费开放➡市体育局驻村工作队为古周城村困难群众送
去慰问品和春联。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丹霓，女，1998 年 4 月出生，22 岁，
2011 年进入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
2017年进入北京队训练。2017年焦作市体育
运动学校毕业。2018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2020年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赛第一站
女子团体组手冠军。

2020年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赛第二站
女子团体组手冠军。

2020年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赛第二站
女子个人组手+68公斤季军。

2020年全国空手道冠军总决赛女子团
体组手冠军。

2020年全国空手道冠军总决赛女子个
人组手+68公斤季军。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军到古周城
村困难群众家中走访慰问。

本报记者 孙 军 摄

市体育局到古周城村开展“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
代”主题活动。 董全云 摄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赛事活动纷纷
取消或延迟。在去年举办的全国比赛中，我市广大体
育健儿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共获得全国比赛冠军14
个、亚军1个、季军8个；省级比赛冠军96个、亚军

87个、季军123个。一年来，我市向上级运动队输送
优秀运动员120人。在近日举行的全省体育工作会议
上，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受表彰，并在会上作了典型
发言。

赵治凯，男，2003 年 12 月
出生，2018 年进入焦作市业余
水上运动学校赛艇队训练。

2020 年全国 U 系列线上赛
艇锦标赛2000米冠军。

刘丽杰，女，2005年1月出生，今年
15岁，2012年7月进入焦作市体育运动学
校游泳队训练，2014年7月进入河南省游
泳队训练，2018 年 7 月进国家队训练半
年，2019年10月进国家队训练半年，现
在国家游泳队集训。

2020年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女子200
米自由泳冠军。

2020年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女子100
米自由泳季军。

杨毅，男，1995年12月出生，2009年
进入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2013年进入河
南省古典式摔跤队训练。

2020年全国国际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冠
军赛男子87公斤冠军。

2020年全国国际式摔跤古典式摔跤锦
标赛男子87公斤季军。

丁佳美，女，1999年1月出生，今年
21岁。

2011年至2014年在焦作市体育运动学
校初中部学习，2017年焦作市体育运动学
校毕业。2013 年进入河南省空手道队，
2015进入国家空手道队。

2020年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赛第二站
女子个人组手55公斤冠军。

2020年全国空手道锦标总决赛女子个
人组手55公斤冠军。

冯世月，女，2003年1月出生，2016
年进入焦作市水上运动学校，2018 年进
入河南省赛艇队训练。

2020 年全国 U 系列线上赛艇锦标赛
100米冠军。

2020 年全国 U 系列线上赛艇锦标赛
100米冠军。

2020 年全国 U 系列线上赛艇锦标赛
1000米冠军。

马金阳，男，2000年7月出生，2012
年进入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学习，2016
年进入河南省拳击队训练，2018 年进入
国家拳击队训练。

2020年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男子+91
公斤冠军。

2020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男子-91
公斤季军。

黄雪峰，男，2003年1
月出生，2019 年进入焦作
市业余水上运动学校赛艇队
训练。

2020 年全国 U 系列线
上赛艇锦标赛100米冠军。

王孟杰，男，2001 年 12
月出生，2017 年进入焦作市
业余水上运动学校自行车队训
练。2018年1月进入河南省自
行车队训练。

2020 年全国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成年男子团体追逐赛冠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