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基础设施 健全服务网络
群众体育蓬勃开展

2017年，鹰潭市体育局、贵溪市教体局、月
湖区教体局荣获“2013-2016 年度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称号。

在鹰潭，漫步在公园、广场、社区，无论是
晨曦微露，还是晚霞将尽，散步休闲、
锻炼健身的人群永远是最美的
风景，运动、健康和快乐永远
是鹰潭人们谈论的关键词。

近年来，鹰潭市以完
善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及
服务网络为有力抓手，群
众体育掀起持续高潮。
当地认真落实《全民健身
实 施 计 划 （2016-2020
年）》，积极组织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今年以来，已组织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全
市性全民健身活动 70 余项次。月湖
区以柔力球为特色创建“一县一品”特色健身项
目，信江新区已连续举办32届的农民运动会圆
满完成了第33届的赛事，高新区发挥联系企业
的行业优势，举办了第七届干部、职工篮球联
赛。3月至6月，举办了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群众比赛项目鹰潭市选拔赛，在群众中推广“我
要上省运·健康江西人”活动。鹰潭计划参加
2018年省运会群众比赛的20个项目，目前已参
加完成 12 个项目比赛，夺得 25 枚金牌、9 枚银
牌、13枚铜牌的好成绩，取得省运会开门红。

按照“配足适用，群众靠得近、用得上”的
要求，去年鹰潭在全市城乡范围内开展了公共
体育设施摸底统计，倒排设施场地缺失或较少

的区域，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进体育
公共服务均等化。截至目前，全市 100%的街
道、100%的社区、81.8%的乡镇、90.9%的行政村
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场所。东湖、滨江门
球、地掷球场改造（约 2400 平方米钢棚人造草
坪风雨球场）项目已经市发改委立项，现已完
成方案设计及岩土工程勘察、施工图设计审
查，下一步将进行预算编制和招投标前期准

备。今年以来，积极向上申报了中国乒协
会员联赛鹰潭分站赛、全国沙滩排球

邀请赛、“中华道都”太极拳“五进”
万人展演暨太极拳比赛、“中华道
都·全民健身”嘉年华4个中央对
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他们积极推进体育社团组

织网络建设，调动体育协会的

积极性，发挥群体骨干对群众参

与全民健身的示范带动作用。近

年新成立了射击、电子竞技、拳击协

会和三龙乒乓球俱乐部等，全市现有行
业协会12个、单项协会38个，各级各类社会

体育指导员2043人。

重视苗子培养 优化竞训环境
竞技体育捷报频传

许哲怡继去年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皮
划艇（静水）女子500米双人划艇项目比赛中勇
夺冠军，实现鹰潭市运动员在全运会历史上金
牌零的突破后，又在2018年匈牙利世界杯上夺
得女子划艇双人赛的亚军；徐斌在2018年亚洲
少年摔跤锦标赛暨青奥会选拔赛上夺得男子65
公斤级铜牌；2018年全国U17古典式摔跤锦标

赛黄锟摘得男子71公斤级金牌；殷琥获得2018
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男棍的亚军；周恺获得
2018年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男子双打亚军……

竞技体育捷报频传的背后，是鹰潭市坚持
科学发展与改革创新相结合，落实好体育和教
育部门共同管理的“体教结合”体制，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通过共建、联办等方式向运动员倾
斜，促进了各地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的结果。

鹰潭历来重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是
坚持“体教结合”，科学选材，严格训练，以赛促
训。今年年初，他们安排了田径、拳击、跆拳
道、摔跤等项目优秀运动员参加省队集训，以强
带强，同时，抓好网点业余训练，带动引导一批
参与日常健身的青少年加入到训练中，通过日
常训练又加强对全民健身的推广。二是合理完
善运动项目布局，深挖跆拳道、拳击、羽毛球、摔
跤等优势项目潜力，补齐三大球及田径、游泳等
弱势项目短板，力促新上的射箭项目再上新台
阶。三是完成全省运动员鹰潭市年度注册和确
认工作，新注册运动员 225 名、确认运动员 445
名，待审核通过新注册运动员171名，全市在训
人数共计约1000人。

2018年是省运会年。鹰潭市体育局将备战
第十五届省运会作为重之又重的工作来抓，精
心制定了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备战方案。市
体育局连续11年与市教育局联合举办鹰潭市青
少年年度系列锦标赛，全市 113 支代表队 2155
名运动员参加了2018年鹰潭市青少年7个项目
锦标赛。高规格、高标准，承办了 2018 年全国
U17 古典式摔跤锦标赛。完成了鹰潭市参加
2018年省运会青少年部比赛第二次报名工作和
参加2018年江西省青少年7个项目锦标赛报名
工作，实战练兵，为出战省运会打下坚实基础。

鹰潭着力营造优质竞训环境。总投资
2127.03 万元建设总建筑面积 5956.5 平方米的

转训基地综合训练大楼，目前土建工程已封顶
并已完成装饰工程施工图设计、内外墙体砌
砖、粉刷、水电、消防等设备安装施工，全部建
成后将形成集室内训练房、接待房、餐厅及广
场、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于一体的完备训练和服
务保障。市体育局与江西龙虎山铭辉射击有
限公司合作，新建“鹰潭市青少年射击基地”龙
虎山铭辉射击综合园项目（建设面积4600平方
米，含室内射击馆、室外飞碟射击场等），目前
主体土建工程已完成，射击设备已采购，全部
建成后可同时容纳 200 余名运动员食宿训练。
他们积极争取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政策、经
费、资源等支持，推动全省唯一一家“全国青少
年足球菁英人才培养计划”基地落户贵溪市象
山学校。2 月，在贵溪市象山学校开办 2018年
鹰潭市校园足球冬令营，贵溪市象山学校还代
表江西省赴杭州参加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主
办的“菁英计划”第一期冬训营，获得冬训营
0506组别第四名；8月，举办了2018年全国青少
年冬夏令营（江西·鹰潭贵溪站）足球夏令营，
从中选拔优秀足球苗子，组建鹰潭市各年龄组
代表队，备战全国、全省足球赛事。

挖掘消费潜力 推动深度融合
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去年以来，鹰潭以挖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体育需求为内生动力，在全市体育产业专项
调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涵盖体育用品制造与
销售、健身服务等体育企业的名录库，以市场
为导向，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
体育事业，促进体育与旅游、健康等产业融合，
扶持江西征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智慧型健
身装备生产经营企业发展，扩大体育产品和服
务供给，刺激和拉动体育消费。

抓牢体育场馆运管开放。以体为本，运营
场馆，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出发点，认
真落实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政
策，竭力降低健身成本，优化体育公共服务。
市体育中心每日对外开放超 12 小时，每周对
外开放达 84 小时，节庆日“不打烊”，今年“全
民健身日”期间所有场馆免费对外开放长达 9
天。今年上半年投入 40 余万元添置和维护场
馆设施，正在积极推进总投资约 100 万元的

“节能重点项目”游泳馆太阳能及空气能热泵
机组改造项目建设，上半年各场馆接待健身
人群 20 余万人次。鹰潭市体育局还探索推进
学校、社会、机关企事业等体育资源共建共
享，信江新区在确保校园安全的基础上，选定

5 所中小学校先行试点向社会免费开放，最大
化共享体育资源，努力为群众提供安全、经
济、舒适的健身环境。

做强体育彩票基础支撑。利用各类体育
赛事冠名“中国体育彩票杯”，加强宣传，优质
发展。截至今年 8 月，该市有效运行体彩门店
数共123个，全市累计销售体育彩票1.56亿元，
同比去年增长 161.23%，已完成全年任务的
157.54%。体彩公益金为场馆建设和产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进“体育+旅游”“体育+健康”的产业融
合。以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龙虎山站比
赛等重大精品赛事为平台，以江西征途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智慧型穿戴式运动健身装备研发
生产等重点产业项目为推手，以体育培训为主
的体育服务业为突破口，用好“龙虎天下绝”品
牌，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业、体育健康业，扩大体
育产品和服务供给，刺激和拉动体育消费，已
圆满承办七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鹰潭
龙虎山站比赛，龙虎山还举办了圣井山首届国
际漂流音乐帐篷节、2018 年荧光夜跑大赛，鹰
潭市体育局正围绕引进体育产业重大项目，筹
备体育产业协会，抢抓发展机遇。

精彩源于拼搏，奋进必有收获。以开拓创
新、求真务实的姿态，鹰潭体育还将“扩大音
量”、凝聚力量，续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魅力体育 活力道都
——鹰潭市体育事业发展综述

清清泸溪河，欢歌奔腾；幽幽龙虎
山，文脉悠长。

鹰潭，是一片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
土地。

一直以来，鹰潭市体育局按照“找准
群众体育的定位，寻求竞技体育的出路，
激发体育产业的活力，拓宽体育文化的
领域，筑牢队伍建设的根基”的工作思
路，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始终做到与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同频共振、同向而行。在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双双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
体育承载着120万道都儿女强健体魄、奋
勇争先、永攀高峰的梦想，正为建设富裕
美丽幸福现代化鹰潭和“两都一城”奋斗
目标提供源源动力，为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入清新动能。

体育之花正在鹰潭大地尽情绽放，散
发沁人芬芳，美丽道都因此更有魅力、更
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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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天下绝

本报记者 郁鑫鹏

9 月 12 日顺利完成上饶横峰首站 105.1 公里
爬坡赛段之后，第九届环鄱赛车队当晚移师世界
铜都鹰潭，并于 9 月 13 日上午在龙虎山风景名胜
区展开了第 2 个赛站 131.6 公里的角逐。龙虎山
赛站是本届环鄱赛唯一5A级景区竞技的赛站，也
是今年11个赛站中赛程最长的赛站。

如果要问哪几个设区市承办环鄱赛最多，并
列第一的有3个，南昌、景德镇、鹰潭。如果说环鄱
赛走进县一级单位举办次数最多的，那么排名最
前的毫无疑问是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因为除2011
年第二届环鄱赛与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冲突

“缺席”之外，9届环鄱赛中该景区8次设有赛站。
“嘟……”13日9时整，随着一声号令响起，第

九届环鄱赛第二赛段的激烈较量拉开了帷幕。来
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车手，得令之后像
一支支利箭向赛道前方射出，同时在身后留下一
片因轮胎高速摩擦地面而产生的“哗哗”声。早早
守候在赛道两侧的游客、观众的加油声也一路响
起来。

来自天津的魏继成夫妇带着双方的父母来江
西旅游，听说龙虎山有一年一度的国际自行车大
赛，他们特意将此行的首站放在龙虎山。“出来玩，
能‘蹭’上一场国际比赛，不是很值吗？”魏继成笑
着说。作为鹰潭的骑行爱好者，赵跃把每年在龙
虎山举行的环鄱赛当作自己“培训进修”的课堂。

与赵跃一道前来学习的一名车友表示，他们从环
鄱赛上“偷师”学到了不少技术、技巧，帮助他们大
大提升骑行水平。

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
丰富、人文底蕴深厚，有“龙虎天下绝”的美誉。一
条宛如玉带的泸溪河，把龙虎山的 99 峰、24 岩、
108处自然和人文景观串联在一起，呈现出一幅碧
水绕丹山的水墨画卷。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道教文
化，张道陵曾在龙虎山结庐炼丹，创立道教。数百
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崖墓悬于丹岩绝壁之上，为
龙虎山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本次比赛，车手
们从龙虎山排衙石大道出发，途经上清古镇、排衙
峰、蜡烛峰、象鼻山、悬空栈道、无蚊村、正一观、九
曲洲、天师府、泸溪河等著名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从空中俯瞰，100多名车手，加上辅助比赛的
开道车、指挥车、裁判车、队车、器材车、摩托车等，
整个车队像一条五彩斑斓的长龙，在丹山碧水之
间急速蜿蜒地穿行着。

虽说龙虎山赛站比赛全程海拔落差较小，属
于丘陵赛段，但131.6公里的赛程对参赛车手的体
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当日最高温度
达到 33 摄氏度。当然，车手们一路骑行竞技，一
路饱览碧水丹山风光，体验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
可谓“人在画中行”，无形中又为单调的赛事增添
了几分乐趣。位于赛道中途的一处弯道，紧邻龙
虎山风景区标志景点之一的排衙峰，不少摄影者
早早地聚集等候在这里，等待车队来临的那一

刻。当车队如闪电般通过弯道时，快门声咔咔咔
地响起，经典瞬间由此定格。“以排衙峰为背景，拍
骑行赛事，将竞技与风景融合在一起，照片真的很
漂亮。”一名摄影爱好者这样说道。赛后，芬兰米
捷亚 CCN 车队皮埃尔对一路的风景赞不绝口。
他说：“赛道令人惊叹，比赛有点艰难，但是风景很
美，这是非常棒的一天。”

当前，龙虎山旅游进入了二次创业的冲刺
期。旅游发展要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体育+旅游”
无疑是一个突破口。当然，赛事体现出来的“更高
更快更强”体育精神，又是凝心聚力推动再创业的
精神动力。因此，该景区把环鄱赛作为龙虎山打
造户外休闲旅游的龙头品牌，不断深化“旅游+体
育”的文章，吸引龙虎山国际帐篷节、龙虎山国际
马拉松比赛等节会赛会走进龙虎山。“通过体育赛
事，我们除了展示道教祖庭的文化底蕴，展示龙虎
天下绝的美景，还希望推介龙虎山是户外运动天
堂的品牌。”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这样说。数据显示，环鄱赛等体育赛事推动龙虎
山品牌曝光超过 10亿人次，微信和微博粉丝人数
超过 100 万。坐落于景区核心——仙水岩脚下的
口上舒家村，呈现出乡村旅游红红火火、村民们喜
笑颜开的景象。2017年该村58户有37户从事农家
乐乡村旅游，11 户从事旅游纪念品销售，床位达
1000余张，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6万
余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每年的环鄱赛，我
们都可以小赚一笔。”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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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鄱赛第二赛段蓝衫易主

澳大利亚车队克雷格夺冠

本报鹰潭讯（记者郁鑫鹏）9月13日，第九届环鄱
赛完成了第二赛段鹰潭龙虎山站131.6公里的赛事，来
自澳大利亚圣乔治州际车队的选手迪伦·克雷格以 2
小时 57 分 10 秒率先冲线，摘得该赛站冠军，并以两站
总成绩第一将蓝色领骑衫穿在自己身上。上一站的蓝
色领骑衫由德国助力车队尼哥底母·霍勒夺得。

两站过后，“爬坡王”为MCT车队的伊瓦尔·尼尔
斯，“冲刺王”是MCT车队的乔伊·莱昂。最佳大中华
运动员为中国台北前劲车队的陈建良。

至此，第九届环鄱赛已完成 236.7 公里的比赛距
离，平均车速为 44.57 公里/小时。9 月 14 日景德镇乐
平站的赛程为112.3公里。

选手们冲过终点瞬间选手们冲过终点瞬间。。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继红杨继红摄摄

9月13日，选

手们骑行在龙虎山景

区的九曲洲桥上。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

老百姓身边的运动场地越来越好老百姓身边的运动场地越来越好。。

群众健身群众健身。。

全民健身日活动丰富多彩。

积极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积极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认真开展体育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