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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的美丽使者
——记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黄梅玲

甘 牧 本报记者 曹 耘

退休不褪色

2011 年，在景德镇市体育局工作
的黄梅玲到了退休年龄，由于组织的
信任和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她仍继续
担任该市体育总会执行副主席职务。
2013 年底，黄梅玲萌生了真正退休的
想法，计划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
上，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就在这时，景
德镇市打算成立广秧协会，促进广场
舞和健身秧歌在全市的发展，并急需
一位负责人。曾从事文体活动组织并
对协会工作较为熟悉的黄梅玲成为最
佳候选人。该市体育局领导多次找到
她，希望她能担起协会主席的重任。
虽然与自己的计划冲突，但是黄梅玲
心里还是很希望继续发挥余热，为景
德镇的体育事业多出些力。

2014 年 1 月 18 日，景德镇市广场
舞·健身秧歌协会正式成立，黄梅玲当
选为协会主席。她在成立仪式上说，
广秧协会既可以提高广场舞水平，又
可为健身秧歌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
军，将在今后努力激发市民的健身热
情，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健身、参与健
身、支持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
良好氛围，舞出健康，舞出文明。

在黄梅玲的带领和协会全体会员
的共同努力下，景德镇市加入广秧协
会的舞蹈健身队伍已达到80多支，1万
多人参与。该协会在2015年四川达州
全国广场舞邀请赛、第二届香港中老
年文化艺术节、多届景德镇市群众文
化艺术节等众多活动中获奖。2016年
被该市民政局评为 5A 级社会群众团
体，被国家广场舞联合会授予“全国广
场舞培训基地和拍摄基地”。

全民共参与

近年来，通过广秧协会的努力和
推动，广场舞与健身秧歌活动在景德
镇市发展迅速。广场舞与健身秧歌
活动已经成了该市群众喜闻乐见的
健身休闲方式，出现在城市的大小广
场上和街道社区里，拥有了强大的群
众基础。

“广场舞与其他的健身项目一样，
能够强身健体，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提
升市民的文明素质。”黄梅玲颇为自豪
地告诉记者，“现在，各个队伍的队员

们跳的舞都是很有技术含量和健身效
果的，不是人们以往印象中‘脖子扭
扭，屁股扭扭’的广场舞。”

由于成绩突出，广秧协会的广场
舞代表队将和来自鹰潭市的柔力球代
表队共同代表江西省，参加 2017年全
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黄
梅玲告诉记者，展示的节目将用《江西
是个好地方》这首歌曲作为伴奏，在舞
蹈编排中融入民族舞与迪斯科元素，
还准备了印有瓷都特色的青花图案的
比赛服，让观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起到宣传江西和景德镇的作用。

默默在奉献

在资金与场地有限的条件下，为
了广秧协会的发展，黄梅玲一直在努
力付出，默默奉献。

协会在黄梅玲的带领下，不仅每
年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参与众多演出，
还会邀请专业老师来到景德镇，给协
会各支队伍的骨干进行现场辅导，提
高大家的广场舞技巧。

该协会副主席俞品莲告诉记者，
协会发展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与
黄主席独到科学的管理方法密不可
分，协会每月要开例会，对工作中的问
题进行讨论，寻求解决方案，每季度对
工作进行汇报和总结，每年对全年工
作进行总结并制订下一年的计划，同
时对80多支队伍的队长进行评先评优
和表彰。

此外，该协会经常参与公益性活
动，积极在协会内和社会上播撒爱心，
传播文明友爱精神。2015 年，协会组
织队伍为驻该市的武警部队欢送老兵
义务演出；2016年，协会先后组织上百
名队员参加全市科技活动周，开展科
技宣传和文艺表演；今年，一名队员的
儿子突患重病，大家纷纷为孩子捐款，
鼎力相助，让人感受到协会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

今年，黄梅玲的儿子与儿媳相继
受伤和患病，她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依
然不忘协会工作，带领队伍认真准备
全国的大赛。她说，虽然今年是她个
人被评为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但她觉得协会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共
同参与和努力，这一荣誉也应该属于
全市所有群众体育工作者和参与者。

9月1日，记者走进景德镇市老年体育协会，慕名寻找刚刚荣获
“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称号的景德镇市广场舞·健
身秧歌协会（广秧协会）主席黄梅玲。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推开一间练功房的门，映入眼帘的是
一群舞者正在音乐的伴奏下扭动身姿，充满了动感与活力，一位年长
的女士则站在队伍前方认真观看，时不时给舞者提示动作要领。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那位就是黄梅玲，她正带领协会的队员们加紧排练，准
备代表江西省参加即将于9月25日至29日在甘肃兰州举行的2017
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

本报特派记者 郁鑫鹏

奥林匹克的梦想，无处不在。
9月 7日，一个叫徐诗晓的江西

女孩，两次站上第十三届全运会的
最高领奖台，向着自己的奥运会梦
想出发。

徐诗晓，上饶县人，2007年第六
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女子划艇2000米
的冠军。2013 年，她从江西省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退役。随后几年的打
拼，她实现了从优秀运动员向企业
高管的华丽转身，成为南昌市一家
知名企业的人事经理。

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是任何
一名运动员的梦想。2020年东京奥
运会，首次将女子划艇列为正式竞
赛项目。为此，今年4月，全运会“大
家庭”突然新增女子单人划艇 200
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两个项目。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人能
够打破我创造的单人划艇 2000 米、
单人划艇1000米的最好成绩。”徐诗
晓这样告诉记者。看到如此强大的

自己，徐诗晓的奥运梦想被激活
了。当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问
她还能不能复出的时候，她二话没
说就答应重新“启航”。

复出训练才一个月，全运会预
赛就来了，徐诗晓获得了第五名。
这样的预赛成绩，当然不能让江西
省体育代表团将之纳入重点夺金
运动员。因为全运会女子划艇要
比两枪（一枪划艇，一枪皮艇），取
两枪的综合成绩，这让没有进行过
皮艇专项训练的徐诗晓也没有太大
的“野心”。

9月 4日，全运会皮划艇项目天
津决赛阶段的比赛开赛，徐诗晓稳
扎稳打，单人和双人项目均进入决
赛。9月 6日划艇决赛部分，她的单
人 200 米第二名、双人 500 米第一
名。7日皮艇决赛部分，她的单人和
双人项目均取得第五名。综合划
艇、皮艇两项成绩，徐诗晓划艇单人
200米夺冠，双人500米也摘得金牌。

我省2003年就开始布局女子划
艇，算是全国最早布局的省份。女

子划艇四次列入全国综合性赛事
（2007年六城会、2011年七城会、2015
年全国青运会、2017年天津全运会）
中，江西姑娘四次干净利落摘下全部
金牌。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江
西女子划艇已经站上了“高地”。

徐诗晓六城会夺冠时，曾是杨

文军的教练彭浩说：“这个队员是我
带的运动员里意志品质最好的一
个，有这样的意志力，她干什么都不
会差。”时隔 10年，徐诗晓用两枚全
运会金牌回报了彭浩当年的评价。
如今，彭浩对徐诗晓的奥运征程同
样充满信心。

退役已4年，复出仅4月，一日进2金

徐诗晓：为奥运，再启航

本报天津讯 （特派记者郁鑫
鹏）9月 7日，由于启航器的原因，江
西名将周鹏未能在第十三届全运会
男子单人皮艇 200米项目上实现卫
冕，遗憾地摘得1枚银牌。赛后周鹏
表示，天津全运会后他将退役，这意
味着这位 5次代表江西参加全运会
的老将，将以 3 金 3 银 1 铜共 7 枚全
运会奖牌的骄人成绩告别职业运动

员生涯。
当日 10 时 40 分进行的男子单

人皮艇 200米决赛。处在第五航道
的周鹏，没有像以往那样强势出发，
然后一马当先，而是一直扮演着追
赶他人的角色。100米后，他从第四
名追到第二名。随后的100米，他与
河北队郑毅一度并驾齐驱，但最终
还是没有实现反超，以 0.36 秒的差

距不敌郑毅获得银牌。赛后，包括
广东队李强、周鹏在内的多名运动
员反映，第五航道的启航器有问题。

周鹏，生于1984年，第九届全运
会获前 8 名，第十届全运会 1 银，第
十一届全运会 1金 1铜，第十二届全
运会1金1银。9月6日，本届全运会
男子双人皮艇200米，他与北京队王
磊合作摘得金牌。

周鹏3金3银1铜精彩谢幕五次征战全运会

本报天津讯（特派记者郁鑫鹏）
9 月 7 日，天津市海河吉兆桥段皮划
艇比赛现场频频响起“江西”的声音，
江西皮划艇运动员在当日 8 项决赛
目中摘下 2金 3银，加上前一日取得
的 1金 1银，在本届全运会所设的 14
枚金牌中，江西豪取其中的3金4银，
成为最大的赢家。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在天津取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
双双创下我省皮划艇项目参加全运

会以来的新纪录。
作为江西竞技体育“小巧水”战

略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皮划艇项目历
来是全运会江西体育代表团争金夺
银的“急先锋”。江西省皮划艇队以
杨文军、周鹏领衔，自 2005年第十届
全运会以来每届均有金牌进账，但均
未超过2金。

本届全运会皮划艇决赛首日，
周鹏在男子双人划艇 200 米上摘下

1 金，杨佳丽在女子四人皮艇 500 米
项目获得 1银。决赛次日，先是杨佳
丽在女子双人皮艇 500 米项目上 1
分 42 秒 693 不敌广东选手获得银
牌，随后是周鹏在男子单人皮艇 200
米项目 35 秒 665 不敌河北队郑毅遗
憾夺亚军。江西这两个重要的“冲
金点”一起熄火，让江西省皮划艇队
为接下来徐诗晓/许哲怡的女子双
人划艇 500米、徐诗晓的女子单人划

艇 200米项目捏了一把汗。但是，好
一个徐诗晓，她先是在双人项目上
拼下一枚金牌，然后从终点赶到启
航点参加单人项目，还把单人项目
的金牌又“划进”囊中，体现出强大
的个人能力、协作能力以及顽强的
意志品质。另外，南昌小将门欢，在
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决赛中也表现
出色，首次参加全运会便收获了一
枚银牌。

金牌 枚 银牌 枚

江西皮划艇全运会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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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聚合力

2016 年初，省体育局着眼长远，推行
了销售管理“1+5”改革，勾画了江西体育
彩票“十三五”的美好发展蓝图。全省各
级体育部门和销售机构突出重点，狠抓落
实，“1+5”改革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省体彩中心通过调整管理方式、完
善管理机制及考核激励机制等，加强“三
个中心”（战略战术、销售指挥、运营维
护）建设，强化“顶层设计”职能；设区市体
育局基本建立了“一把手”抓总体、分管领
导抓具体的工作制度，出台了相关落地措
施，切实担负起本地的“管理主体”责任；
县（市、区）体育部门增强了本地销售工作
的组织力度，市县体育部门的行政力量和
体育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挖掘、利用，“全
省一盘棋”的工作合力逐步形成。

营销创新瞄“准星”

上饶市带湖路汽车站对面 08007 竞

彩店，因冠名赞助“上饶带湖路竞彩红
鹰足球队”，成为全国首家赞助足球队
的竞彩网点。业主陈小辉找专人设计
球衣，正面印着“中国体彩”，背面印着

“带湖路竞彩”，2016 年该队勇夺上饶地
区庆国庆足球比赛冠军，球队和竞彩店

“双赢”。
竞彩店的业主赞助一支球队，对于

这样的创新思维，陈小辉说，“竞彩是和
体育结合的玩法，竞彩彩民从哪里来？
就是从喜欢踢球、看球的人中发展而
来。”这话说得挺经典，竞彩、彩民、足球
队“三合一”，让创新更有“准星”。

渠道创新筑根基

彩民是体彩发展的根基，围绕彩民
纳新转化和“多人少买”的理念，江西体
彩坚持以“增强购彩便利性”为导向，不
断拓宽社会渠道,夯实发展基础，2017 年
上半年江西体彩助力近百位返乡务工人
员成功实现创业梦想，抚州、宜春、吉安、
南昌等多家体育彩票旗舰店相继开业，
多业态、多层次的渠道体系正在逐步形
成。

南昌西站候车大厅 B8-9 检票口附
近，醒目的“中国体育彩票”店头，吸引
了众多候车旅客进店歇脚休闲，一试手
气。时不时传出的“恭喜中奖”和“开奖
倒计时”声音，使得店内聚集了不少乘客
和彩民，人气极旺。除了南昌西站，体育
彩票还进驻了鹰潭北站、新余站、宜春站
等省内几家高铁站；与省电信、中石化、
省邮政公司达成了省级层面合作，推进
了市政一卡通等行业的合作。目前正在
链接淘宝公司“村淘”计划、中文传媒

“田田圈”计划，推动体彩“下乡进村”。

服务创新惠民生

围绕“1+5”改革，江西体彩着力改进
工作作风和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

这一年，网点销售员发现体彩员工
下网点帮扶指导更多了，这主要得益于
全省开展的体彩员工“挂市、联县、驻点”
工程，实施“人盯市（县、点）”管理，上下
共画“同心圆”、合奏“同心曲”。

这一年，网点业主发现“钱袋子”更
鼓了，通过实施网点运营基础性费用“两
免一降”政策，为全省网点减负 400 余万
元，减轻了网点经营负担。

百舸争流，破浪者领航；千帆竞发，
奋勇者当先。

随着“竞彩球队”等新鲜事不断涌
现，江西体彩将秉承创新惠民的不变初
心，不断探索创新实践新路径，为体育彩
票的创新实践之路增光添“彩”！

江西体育彩票“四轮驱动”勇创新2016 年，“加
快体育彩票创新
步伐”被写入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产
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创新”也被定
调为引领体彩新
发展的三大理念
之一。

江西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抢
抓机遇、砥砺前行，
进一步深化销售
管理“1+5”改革，
强化工作创新，坚
持向改革要动力、
向创新要活力，机
制、营销、渠道、服
务“四轮驱动、并驾
发力”，推动江西体
育彩票开创新局
面、跃上新台阶、展
现新形象。

省体彩中心主任何东昌为陈小省体彩中心主任何东昌为陈小
辉颁发全国明星业主奖牌辉颁发全国明星业主奖牌、、证书证书

南昌西站体育彩票形象店南昌西站体育彩票形象店

本报天津讯 （特派记者郁鑫鹏）9
月7日晚，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
场，由江西田径小将吴宇昂、上海队郭
钟泽、广东队卢志权、天津队李润雨组
成的“赣粤津沪”组合，在第十三届全
运会男子 4×400 米接力决赛中以 3 分
05秒28的成绩夺得冠军。

预赛中，“赣粤津沪”组合以3分08
秒 19小组第一晋级决赛。“赣粤津沪”
组合堪称“豪华”，其中郭钟泽、卢志
权、吴宇昂分别是本次全运会男子400
米的冠亚季军，郭钟泽两天前刚创造
了男子 400米新的全国纪录。当日的

男子 4×400 米接力决赛 21 时 15 分打
响，“赣粤津沪”组合由吴宇昂跑第一
棒。出发后，吴宇昂跑出自己的节奏
和状态，以8个决赛小组第一名的身份
将接力棒交给队友李润雨。之后“赣
粤津沪”组合有所落后，但最后一棒郭
钟泽表现神勇，在最后100米的位置实
现超越，越跑越快，“赣粤津沪”组合第
一个冲过终点。

另外，当日的田径赛场，江西运动
员万勇在链球决赛中 73 米 02 不敌辽
宁队老对手王士筑获得银牌。王士筑
的夺冠成绩76米12。

田径男子4×400米接力

吴宇昂摘金

99月月77日晚日晚，，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44××400400米接力决赛米接力决赛，，江江

西田径小将吴宇昂交接棒瞬间西田径小将吴宇昂交接棒瞬间。。

■

图
片
均
由
本
报
特
派
记
者

杨
继
红
摄

周鹏周鹏（（左左））

99月月77日日，，徐诗晓在女子单人划艇徐诗晓在女子单人划艇200200米比赛中米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