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军汪智君
万米跑道上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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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由省政府主办、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正在景德镇市
如火如荼地开展。作为我省竞技水平最高、竞赛规模最
大、参赛人数最多、参与人群最广泛的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省运会无疑是一道“体育大餐”。但是，该如何让这
道“体育大餐”吃起来更有“滋味”，惠及更多百姓？

一要让更多群众不仅看得到比赛，更要看得懂并自觉
参与其中。本届省运会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比如增设群众
竞赛项目，让参加比赛、参与赛事的普通群众的数量大幅
增长。但是，有些运动项目尤其是新开展的项目，与赛场
上运动员的热闹劲相比，看台上观众显然要“冷静”许多。
比如说，此次省运会新增的攀岩项目，有景德镇市民直言
之前没有看过该比赛项目，只能傻傻地看哪个队员爬得更
快，至于采用什么技巧，器材是否先进，运动是否安全，练
习需要什么条件，需要练习多长时间等信息，现场没人讲
解，比赛看起来没有味道，观众也就热情不起来。

二要让更多孩子不仅能参加省运会，还能参加更高规
格的运动会。省运会是我省各专业运动队挑选后备人才
的一次机会，也是部分开展业余训练的孩子进入专业队实
现“小鲤鱼跳龙门”的一块跳板。本届省运会正努力为“苗
子”搭建发展平台。目前来看，本届省运会虽然还没有发
现超全国纪录的天赋异禀的孩子，但已有一些孩子得到了
省专业队教练员的青睐，甚至进入了国家队教练员的视
野。例如，我省女子链球项目运动员黄维露，目前已被国
家队聘请的外教团队相中。当然，也希望被专业队教练们
相中的“千里马”，能够快马加鞭，脱颖而出。

三要让体育场馆不仅不能闲置，还能成为城市的亮
点。大型赛事热闹非凡，可赛后的场馆利用是个“老大
难”问题，国内不少城市耗费巨资建成的场馆，赛后往往
面临维修费用高、使用率低的尴尬。或许，景德镇市的
场馆将是一个例外。“这些体育场馆，大大提升了景德镇
城市形象，现在和将来也会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甚至娱乐
游览的好去处，也是市民增强城市自豪感的好去处。”景
德镇市主要领导说。由于省运会场馆美观大方、功能先
进、设计科学、实用经济，有些场馆已被省里的运动队看
中，将作为训练基地；有些场馆开始瞄准目标，希望承接
省级甚至国家级赛事。

让“体育大餐”更有滋味
郁鑫鹏

11月3日，省运会男子高校甲组十项全能之撑杆跳决赛。

11月 3日，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高校组男子
甲组 1 万米决赛在景德镇体育馆鸣枪开跑，南昌航空大
学代表队运动员汪智君穿着一双舞蹈鞋，一马当先冲过
终点，夺得了该项目金牌。他因独特的穿着，被人们称
为万米跑道上的“舞”者。

3日 9时 30分，汪智君和另外 18名高校选手站在了
起跑线上。开跑枪声一响，汪智君率先冲向第一条跑
道，并且一路领先，引起不少观众对他的关注。尤其令
观众惊讶的是，汪智君跑步姿势显得很“另类”：别的运
动员跑步是前脚掌先着地，而他却是后脚跟先着地；别
的运动员头向前倾，他的头是向上仰；别的运动员穿运
动鞋或跑鞋跑步，而他则穿着一双薄薄的舞蹈鞋。

不过，汪智君在跑道上表现神勇，100米、200米、400
米、1000米、2000米……跑过的距离越长，他与身后选手
拉开的距离就越远，当他快到终点时，第二名距他还有
300多米远。

汪智君今年 22岁，读大学四年级，人很开朗。在 11
月2日举行的省运会青少年部高校组男子甲组5000米决
赛中，他也夺得了金牌。他的教练付得俊告诉记者，汪
智君平时训练很能吃苦，一个星期3次训练，每次跑20公
里，他从未间断，每次跑完步，全身上下湿透了，衣服都
能拧出水来。

汪智君告诉记者，跑步只是他的爱好，并不是专业，
他平时会参加一些短程马拉松比赛，也取得过一些成
绩。如参加2017年南昌市举办的奥跑中国马拉松比赛，
取得冠军。至于为什么跑步穿舞蹈鞋、脚跟先着地的问
题，他解释说，穿舞蹈鞋是因为轻便，不费力。脚跟先着
地是他跑步的个人习惯，自己感觉这样跑舒服。

11月3日，赣州代表队刘泉（左一）在男子气手枪比赛中。

拳击越来越受女性喜爱

说到拳击，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说，这是
男性的运动。其实不然，记者在比赛现场，
看到参赛运动员中很多是女选手，她们在比
赛中的表现一点也不输给男选手。

11 月 2 日下午，在省运会女子甲组 54
公斤级决赛中，九江运动员陈丹和景德镇运
动员余雨丹争夺金牌。比赛一开始，双方都
在游走，仅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后来，双方
攻势渐猛，在陈丹的猛攻下，余雨丹一度处
于下风，但很快余雨丹就抓住机会发动反
攻，扭转了劣势。第二回合，余雨丹开始反
击，发动多次猛攻，占据了主动。第三回合，
陈丹加强了攻势，双方展开对攻，互有得
失。三局终了，陈丹以比分优势获胜。“没想
到女子拳击赛也这么激烈，太精彩了。”看完
比赛的成先生如是说。

邓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拳击是一项
强度、活动量都很大的极限运动,很适合男
女塑形瘦身，增加身体的柔软度及舒缓压
力，是所有健身项目中消耗脂肪量最大的运
动。因此，这项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女性熟
悉并喜爱。每天下午或晚上，全省各地的健
身俱乐部里都能看到女性练习拳击的身
影。就南昌拳击队而言，几年前，南昌队只
有几名女选手，现在已经增加到 20 多人。
参加上一届省运会拳击比赛的女选手只有

几十名，而本届省运会有100多人。

不再“一家独大”

目前，拳击项目已是我省重点竞技项目
之一，许多选手曾多次在全国、世界性比赛
中争金夺银，为我省争得了荣誉。同时，拳
击运动在我省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全省大
约有3万名拳击爱好者，常年参与拳击运动
的运动员有几千人，有的爱好者还自发成立
了拳击俱乐部，数量有几十家。

拳击项目的蓬勃发展，得益于 2015 年
我国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设
区市顺应国家体育产业改革发展趋势，纷
纷将拳击项目纳入全民健身范畴，加大了
对拳击项目的投入和推广。一位拳击裁判
告诉记者，从赛事现场就能看出，近年来，
我省女子拳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他
说，省运会9支女子队争夺15枚金牌，“老大
哥”南昌仅获得 3 枚，其余的被九江夺走 5
枚、赣州 2 枚、景德镇 2 枚、鹰潭 2 枚、上饶 1
枚，说明我省拳击项目发展已不再是南昌

“一家独大”。其他设区市的水平迅速提升，
跟南昌队的差距越来越小，有的项目甚至超
过了南昌队。

值得南昌队庆幸的是，在男子拳击比赛
中，南昌队仍具优势。在男子组别设立的
25 枚金牌中，南昌队夺得 10 枚。尤其是在

男子甲组 56公斤级、男子乙组 51公斤级比
赛中，队员梁川、喻辉耀表现突出，均获得了
冠军。他们之前分别获得全国青年拳击锦
标赛第五名及全国少年拳击锦标赛（华东赛
区）冠军。“我相信，在全省男子拳击项目中，
南昌队员还是占主导地位。”邓冬华说。

成立协会推动拳击运动步
入快车道

近年来，拳击运动被称为“艺术化的搏
斗”。邓冬华表示，随着拳击运动的推广，这
个项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接受和参
与，成为助推我省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的
新力量。

不过，拳击运动虽然在南昌发展势头良
好，但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缺少一个能统筹
引导南昌市拳击运动健康发展、汇集各方力
量的专业组织；其次，拳击俱乐部质量参差
不齐，监管存在真空。另外，因为种种原因
使得拳击运动“野路子”多，缺少有纯度、有
广度的发展平台。

如何推动拳击项目有序发展？邓冬华
近两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告诉记
者，目前，他正在筹备成立南昌拳击协会，希
望以此为平台，加强教练、裁判、运动员的正
规化培训，推动我省拳击项目发展步入快车
道。他还告诉记者，拳击协会成立后，他将

着手每年举办一两场观赏性比较强的拳击
冠军赛，进一步普及现代竞技体育知识，倡
导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进一步提升拳击运动的知名度，促进我省体
育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拳拳””力以赴力以赴！！
南昌拳击遭遇挑战南昌拳击遭遇挑战

本报记者 钟端浪

拳击不仅是奥运比赛项目，也是开展全民健身的一项重要内容。
多年来，南昌拳击在全省设区市中一直居于“老大哥”的地位。11月2日，在省运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拳击比赛馆，南昌市拳击队总教练

邓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昌拳击正遭遇挑战。

“时间非常紧，暑假接到为
运动员提供食宿的工作任务时，
距运动会开幕只有 4 个月时间，
我们要完成 1000 余间宿舍的装
修工作，压力很大。”11 月 1 日，
景德镇陶瓷大学基建处处长胡
世明翻了翻厚厚的省运会相关
工作安排文件后说。

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举办
期间，共有 2200余名运动员入住
景德镇陶瓷大学湘湖校区。为了
让运动员住得舒心、吃得放心，心
情舒畅地参加比赛，景德镇陶瓷
大学下足了功夫。

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该
大学基建处和学工处立即按照
工作方案的相关安排展开了各
项工作。在加快新建宿舍装修
工作的同时，为了保证房屋的
安全系数，学校多次组织建筑
方、施工方、设计方、地勘方等
对房屋进行检测；电梯、消防、
房屋沉降、防雷、水电网、室内

环境、节能等各类专业检测工
作也同步进行。胡世明告诉记
者，在运动员入住之前，基建处
就已要求运动员入住宿舍的所
有电器设备连续三天满负荷运
转，以通过现场检测确保运动
员在入住时不会产生断水断电
等问题。而在运动员入住后，
宿舍内所有设备的提供商和检
修人员都在学校处于 24 小时待
命状态。此外，学校还安排了
宿管科经验丰富的老师、学生
干部与运动员一起居住在宿舍
楼，随时为运动员解决住宿上
的问题。

除了住得舒适，运动员的
饮 食 问 题 同 样 不 容 忽 视 。 为
此，景德镇陶瓷大学后勤管理
处 在 运 动 员 餐 饮 上 下 足 了 功
夫。为了保障 2000 余名运动员
就餐，学校专门购买了用餐餐
盘、汤碗、不锈钢筷子、勺子、用
餐托盘等 14500 余个，蒸笼、熟

食盛装容器、不锈钢菜台等 150
余套。

为保证食品安全，景德镇
陶瓷大学还进一步规范食材引
入流程。该校后勤部门每天到
景德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指定的供应商处 采 购 新 鲜 食
材，同时，还每天安排专业人
员 到 每 位 运 动 员 的 住 处 取 水
样化验检测，确保运动员的饮
食安全。

“校园环境优美，食物可口，
居住舒适，我觉得学校的工作特
别贴心。”来自南昌市的运动员陶
思玲说。连日来，景德镇陶瓷大
学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得了许多
运动员的交口称赞。

“运动员入住我校，是展示
学校良好风貌的机会。我们工
作的最大意义在于助力每一位
运动员全力以赴参与比赛。”景
德镇陶瓷大学学工处处长刘家
金说。

助力省运 担当奉献
——景德镇陶瓷大学为2200余名运动员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攀岩是一项体力与智慧相结合的
运动。

11 月 3 日，省运会青少年部青少
年组攀岩比赛在景德镇市体育公园落
下帷幕，这是该项目作为竞技比赛项目
首次进入省运会。记者了解到，通过省
运会这个大平台，人们发现我省攀岩运
动人才辈出，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比赛在景德镇市体育公园露天攀
岩场地进行，当天场地气温不高，但选
手们热情不减。现场观众也积极为选
手们加油鼓劲。虽然是首次亮相省运
会赛场，但参加比赛的选手中不乏身
经百战的老手。来自赣州市攀岩队的
谢雨芳今年16岁，作为全国青少年攀
岩比赛的冠军选手，她在本届省运会
攀岩比赛中获得甲组女子难度赛和速
度赛2个项目的冠军。同样来自赣州
的黄敬杰今年18岁，作为全国攀岩公
开赛的冠军选手，在本届省运会攀岩
比赛中获得甲组男子难度赛和速度赛
2个项目冠军。

攀岩与其他项目相比，比赛显得
有些“另类”。场上，比赛激烈又紧
张。场下，风趣的解说和动感的音乐

又为比赛增添了一份欢快和轻松。“这
就是攀岩竞技的魅力。”第十五届省运
会攀岩比赛仲裁吕海如是说。“此次比
赛的成绩显示，我省攀岩运动员的水
平处在全国各省市前列。”吕海欣喜地
告诉记者，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
省设区市政府对攀岩项目发展的支
持。据了解，本届省运会有 7 支队伍
46名运动员参与10个项目的比赛，年
龄最小的运动员仅8岁。比赛结果赣
州队夺得8枚金牌、新余队2枚。

从参赛代表队来看，我省各地攀
岩项目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据
悉，一些设区市连攀岩场地都没有，当
然也无法组队参赛。吕海说，攀岩项
目在全省要全面健康发展，还需各地
政府加大投入，尽早建设标准化攀岩
场地，加快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培
养进度，通过推进攀岩运动进校园，推
动跨界跨项选材，寻找优秀的苗子加
入集训队。

另据吕海透露，2019 年，我省将
由政府牵头，推动攀岩运动向小学、中
学、职业学校、高校普及，进一步为攀
岩项目的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攀岩“向上”
本报记者 钟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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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杨继红摄）

（上接第 1版）夏内信说，现在有关旅游
的照片越来越多，随着秀美乡村的建设，
上饶市处处是景区，到处是游客。

“在外面务工 10 年，2010 年开始回
家办农家乐，现在年收入超过20万元。”
三清山管委会枫林村村民徐福华说，节
假日忙不过来，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村民
的山货也供不应求。

徐福华能够在家门口致富，得益于
三清山景区旅游的大发展。2008 年三
清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获得成功，当年
即接待境内外游客 131 万人次，比 2007
年增长 30%。2017 年，三清山风景区共
接待境内外游客2061.3万人次。“世界遗
产景区是国内外大型旅行社的重要客源
市场，申遗成功改变了三清山客源结构
单一的局面，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游客
来景区旅游。”参与当年申遗工作的时任
景区管理局局长、现任三清山管委会副
主任颜国忠说。

世界遗产数量达到 4 家，成功创
建 2 个世界地质公园、3 个国家 5A 级
景区……改革开放以来，上饶依托自
然资源的优势，积极提升旅游品牌，朝
着建设全国一流旅游城市的目标大步
迈进。

（上接第 1 版）县委优先提拔重用；是市管干
部的，优先向市委推荐使用；对工作不到位、
考核评估出问题的“大村长”，视情分别进行
约谈提醒、通报批评，直至追责问责、降职免
职。其他扶贫干部与“大村长”实行“同奖同
罚”，有效压实了各方责任。2017 年以来，全
县通报表扬“大村长”20 名，提拔重用帮扶干
部 66 名；立案 13 起处理 23 人，“召回”第一书
记 2 名。

建立“大村长”总调度的指挥体系。对所包
村脱贫攻坚工作，“大村长”进行统一指挥、统一
部署、统一调度、统一督查，打造了以“大村长”
为指挥长的坚强战斗集体。枧头镇茅坪村的

“大村长”是县扶贫和移民办主任，今年脱贫摘
帽“决胜月”期间，他一天的日程往往是白天忙
完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事后，就往自己包干的
茅坪村赶，连夜召开当天的情况汇总调度会，对
第二天的驻村帮扶工作进行详细安排。在他的
精心调度指挥下，茅坪村各项工作进展很快，特
别是光伏产业和扶贫车间，成为全县各村学习
的样板。

建立“大村长”总落实的推进体系。“大村

长”由县级领导干部和正科级领导干部担任，相
比村支部书记来说，具备更强的抓落实的能力
和水平，有助于工作的高效快速推进。在统筹
推进“十大扶贫工程”的同时，“大村长”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对上级巡查和县督查发现的问题
及时组织整改，确保问题销号。在此基础上，带
头“户户过筛”，逐户上门检查落实，及时发现、
研判、解决问题，确保每一户贫困户和边缘户

“两不愁三保障”稳定达标。

“大村长”制后每个村的工作
都让县里放心了

“大村长”制实行后，全县所有贫困村与非
贫困村，实现了“大村长”包村全覆盖，纠正了政
策措施和帮扶力量普惠制“一刀切”的工作偏
差。特别对基础差、进度慢的库区、边远山区乡
村，重点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在资金、项目安
排以及公益性岗位、生态护林员名额安排等方
面予以倾斜，迅速补齐了落后地区的工作短板，
全县 61 个“十三五”贫困村实现了与非贫困村

“齐头并进”，脱贫攻坚成效得到整体提升。
涧田乡晓东畲族村地处深山，基础设施差，

脱贫难度大。县广播电视台下派的村第一书记
雷科红告诉记者，实行“大村长”制之前，村里为
了改善最偏远村小组夜珠坪的交通条件，向上
面打报告要求新修一条通组水泥路，由于立项
等原因，资金一直难以协调到位。2017年7月，
由县领导担任的“大村长”一到位，马上就进行
调研，不到一个月，75 万元的修路专项经费就
协调到位，2018 年 1 月就修通了公路。村里的
千亩油茶低改和村级光伏电站等项目也如期实
施。雷科红对记者说：“有了‘大村长’，和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顺畅多了。”

2017年以来，全县整合投入各类资金15.51
亿元，平均每个行政村投入 1185 万元；发放产
业小额贷款3.11亿元，户贷比全市第一；提前实
现了所有 25 户以上自然村村庄整治和通组公
路全覆盖，实施了103个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县
财政投入2361万元，为3647户农户高标准实施
了旧瓦房改彩瓦工程；“十大扶贫工程”基本完
成到位。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深有感触地说：

“‘大村长’制推行后取得了明显成效，每个村的
工作都让县里放心了。”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完
善“大村长”制，并且在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
等其他工作中也大力推行这一成熟的工作机
制，努力以“大村长”制推动农业农村各项工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万安“大村长”作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