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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健身指导

群众赛事活动奏响
“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
最强音
奖。

群众广泛参与，
自下而上的赛事选拔，
实

本报记者

林

跑步没那么简单
日前，暨南大学公布

意调整跑步方向，长期顺着

了2
0
2
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同一个方向跑会导致一侧

专业目录，男子百米亚洲

的关节长期承受压力，容易

纪录保持者、中国田径运

受伤。

超过6
6
0
0万张，展演平台浏览量达到

动员苏炳添的名字出现在

柏油路：柏油路的路面

剑
对于参赛运动员的资格，
《中华人民

7
0
0
0万次以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该校体育学院体育教学、

相对较硬，跑量太大时、跑

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规

果，为全运会决赛阶段的举办营造了良

运动训练两个专业的导师

姿不正确时容易积累压力

好的氛围。

名单中。此前，东京奥运会

和疲劳。优点是方便，出门

采访中，苏炳添也曾透露，

就是马路，
穿上跑鞋就可以

现
“全民全运”
的效果。
9
月1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

十四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共设立包

运动会在陕西西安开幕，作为国内规模

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

程总则》也明确：必须年满2
5周岁（1
9
9
6

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十四

气排球、毽球、轮滑、龙舟、地掷球、围

年5月1日之前出生），专业运动员（包括

全运会决赛阶段将举行乒乓球、羽

运会将展示我国竞技体育取得的成绩，

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中国式摔跤

退役运动员，
老将组除外）不得参加本人

毛球、地掷球决赛和中国式摔跤预决赛

自己会回到暨南大学任

跑。建议积累一定跑步基

也将进一步彰显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等1
5个比赛类项目，以及广场舞、广播

专业项目及类似项目比赛。

四项群众赛事活动。西安、宝鸡、咸阳、

教。2
0
1
8
年，
苏炳添就曾以

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育发展思想，奏响“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

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等4个展演类项

全运会决赛阶段之前，绝大多数群

渭南等四地已经为赛事成功举办做了充

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能够自如地控制自己的肌

最强音。

目。

众赛事活动已经完成。不久之前，广场

分准备，全国各地的民间高手们也将在

的身份为学生上体育课，

肉力量和节奏后再选择路

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等4个

全运会决赛期间齐聚三秦大地，一展风

讲授短跑技巧。据了解，
苏

跑，考虑到交通安全的问

从四年前的天津全运会开始，群众

比赛类项目共有1
5个大项1
4
2个小

赛事活动首次登上了全运会舞台，普通

项，展演类4
个大项4
3
个小项。比赛类项

展演类项目也已经在西安完成了评审

采。让我们在为竞技赛场上的体育健儿

炳添课程内容包括跑步前

题，建议在人少、空旷的场

群众成为全运会主角之一，是我国持续

目将录取前八名，
颁发获奖证书，同时对

工作，通过“线下参赛、线上投票评审”

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你我

热身、跑步的要领和互动、

地进行。

推动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十

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展演类项目则

的创新办赛模式，四个项目的线上投票

一样的普通人，或许下一个登上全运会

跑步后放松三个部分。

四运会继续设置了群众赛事活动，通过

群众赛事活动的，
就是你！

共展示7
2
3个视频作品，线上投票总数

将以“等次”的方式奖励，设一、二、三等

跑步机：跑步机平坦且

看 似 简 单 的 跑 步 ，其
实大有学问。

稳定，速度、坡度可以自由
调整，也可以进行间歇、爬

科学的跑步流程主要

坡、慢跑恢复、配速跑等练

包括加强力量训练、选对

习。不会受到天气影响，
一年

跑步场所、跑前热身、正确

四季皆可以用跑步机训练。

燕飞阳

“比赛就像上战场一样”
“不到最后一声哨响，我就是胳膊断了，腿断了，也

跑前热身

的跑姿、跑后放松等五个

要守好球门。”说出这样斩钉截铁话语的人名叫黄真涛，

跑前热身除了能防止

环节。

——
—全运会赛场上的“特种兵”门将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球农村乡镇组的
赛场上，他作为四川队主力门将，帮助球队取得了前四

加强力量训练

出现运动损伤外，还能使身

身体的任何运动都离

体更快适应到运动中来。而

名的佳绩。黄真涛曾经是一名特种兵，退役后的他除了

不开肌肉的支持，强大的

且，热身不到位，容易导致

踏实工作，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热爱的足球上。

肌肉不仅能让人有更好的

出现肌肉酸痛，影响第二天

运动表现，
还能避免受伤。

的训练计划。建议跑前用拉

核心肌群在运动中起

伸、
快走、
中慢速的跳绳等进

凭军人果敢勇当门将
小学时，黄真涛就开始踢球了。“2
0
0
6年，我当兵入

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还

伍，2
0
1
4
年退伍，老同学邀请我加入了球队。”
退伍回乡进入球队，黄真涛踢后卫，但毕竟多年没

行1
0
至2
0
分钟的热身运动。

能稳定身体，
为身体的各种

正确的跑姿

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如果跑步姿势不正确，

有接触足球，他的发挥不是很稳定，后来在教练的建议

发达的臀大肌能够增

不但起不到强身健体的效

下，黄真涛改踢门将位置。
“因为他当过兵，很勇敢，
不怕

强跑步的爆发力，
臀大肌收

果，
还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

封挡对方的射门。”
球队教练李强说。在大家的推荐下，

缩能够为跑步提供前进的

些损害。因此，
正确的跑步

黄真涛担起了球队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

动力。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短

姿势是跑步的要素之一。

虽然接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但黄真涛拿出了一股

正确的跑姿是身体略

跑运动员都有一个臀肌发

认真劲儿，他认为，门将对于球队非常重要。平时的他，

微前倾，核心提供助力，使

达的
“翘臀”
。
强有力的腿部肌肉在

跑步时更省力。腿部正确的

在网络上找一些训练的辅助视频，从而一步一步地成为

跑步中能减轻膝关节的压

发力是由大腿带动小腿，膝

球队的主力门将。

力，还能防止崴脚等情况

关节前屈，
从而减轻膝盖的

在比赛训练之余，会向一些经验丰富的门将学习，通过

的发生。加强腿部肌群的

压力。脚落地时应前脚掌着

锻炼，还能让人在跑步中

地，
利用脚部吸收落地时的

跑得更远。

冲击力。

比赛就像上战场一样
作为门将，黄真涛保持着军人顽强、坚持到最后一
刻的作风。
“踢足球就像上战场一样，
上去了就拼。因为
我要守住门前的最后一道底线。”

实，要为老百姓做实事。”

这支来自四川成都、第一个完成正式注册的农民

选对跑步场所

跑后放松

塑胶跑道：塑胶跑道

跑步时，肌肉处于紧张

本次比赛四川队最终获得了第四名，是一个不错的

赛场上，四川队每一场比赛都拼到了最后，即使球

足球俱乐部——
—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足球俱

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初跑者

状态。跑步结束后，需要缓

起点，但黄真涛有很多想法。
“我们要有奔着冠军去的目

队落后，
即使输球，也始终不放弃。场上队员比赛，场下

乐部，队员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里乡亲，大多已为人

的最佳选择，软硬居中，有

解肌肉的紧张和僵硬，能有

标。比赛结束后，我要继续去踢五人制，要加强个人能力

的替补队员大声呐喊着“四川雄起”
，来为球队加油，提

父，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肩负着不同的重担。

弹性，不至于对身体造成

效预防肌肉酸痛。泡沫轴和

的训练，包括技战术的学习。”

到这句话，黄真涛深有感触。
“川军，
就是出川征战时，
没

从“坝坝足球”到站在十四运会的赛场上，他们让人们

太大负担。路面平坦、
无凹

筋膜枪是有助放松肌肉的

有一个人落后，
没有一个人退缩。
‘四川雄起’
，是要我们

看到了四川业余足球迸发出的蓬勃力量；从黄真涛等

洞或倾斜，有标准的距离

辅助器械，
还需配合一些拉

从心底里面要勇往直前，不能退缩，不管怎么惨烈的战

队员们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和昂扬斗志，让人们看

方便计算里程和配速。但

伸运动，
静态和动态皆可。

斗、多么艰难的比赛，
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我们球队虽

到了川足的传承还在继续，而在这背后，则是整个四川

是在圆形跑道跑步，要注

林

然整体身体素质稍差，但是我们在场上拼搏精神够足。”

足球的群像。

“四川雄起”
勇往直前
黄真涛是一名社区工作者，总是冲在第一线，踏踏
实实，勤勤恳恳。“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要把工作责任落

剑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赛程
群众组男、女团体第一阶段

A组女双预赛第四、第五组第二轮

B组混双预赛第五轮 B组男双预

双决赛阶段第三轮

B组混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B组混

乒乓球
公安民警组男、
女团体冠亚军决赛
9月16日

（公安民警组男女团颁奖）

A组混双预赛第二轮
A组男双台湾组预赛第二轮 B组

赛第五轮
B组女双预赛第二、四、五、六、七

B组混双决赛阶段B组第二轮 B组

双决赛及附加赛

混双决赛阶段A组第二轮、
B组第三轮

地掷球
群众组男、女单打第一阶段

9月20日

公安民警组男、女团体第一阶段

群众组男、女团体第一阶段 群众

群众组男、女单打第一阶段
公安民警组女团体第一阶段
9月17日
群众组男、女单打第一阶段
（群众组男、女单打第二阶段抽签）

女双预赛第二、
四、五、六、七组第二轮

组男、
女团体第一阶段
（群众组男、
女团体第二阶段抽签）
9月21日

赛第三轮
B组混双预赛第二轮
9月20日

群众组男、女团体第二阶段第1
轮
群众组男、女团体半决赛

公安民警组男、女团体第一阶段

9月22日

群众组男、女单打第二阶段第1
、
2

群众组男、女团体冠亚军决赛

轮

B组男双预赛第二轮 B组混双预

A组女双预赛第一至三组、第六至
八组第二轮 A组男双预赛第四轮
A组女双预赛第四、第五组第三轮

（群众组男、女团体颁奖）
公安民警组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A组女双预赛第四、第五组第四轮
B组男双预赛第三轮 A组男双台
湾组预赛第二轮

组第五轮
9月22日
A组男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A
组男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A组女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A
组女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A组混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A
组混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B组男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B
组男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B组女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B

9月24日
A组男双决赛阶段第四轮 A组男
双决赛阶段第五轮
A组女双决赛阶段B组第四轮 A组
女双决赛阶段A组第三轮、
B组第五轮
A组混双决赛阶段第四轮 A组混
双决赛阶段第五轮
B组男双决赛阶段B组第四轮 B组
男双决赛阶段A组第三轮、
B组第五轮
B组女双决赛阶段第四轮 B组女
双决赛阶段第五轮

9月15日
大、
小金属地掷球、
草地掷球比赛
9月16日
大、
小金属地掷球，
草地掷球比赛
9月17日
大、
小金属地掷球，
草地掷球决赛
大、
小金属地掷球，
草地掷球颁奖
9月19日
塑质地掷球比赛
9月20日

羽毛球
（公安民警组女子团体第二阶段抽
签）

B组女双预赛第一、三、八组第二
9月18日

9月18日
群众组男、女单打名次赛
公安民警组男团体第一阶段

A组男双预赛第一轮 A组男双预
赛第二轮
A组男双台湾组预赛第一轮 A组

轮 B组男双预赛第四轮
B组女双预赛第二、四、五、六、七
组第三轮 B组混双预赛第四轮
9月21日

组女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B组混双预赛第二阶段淘汰赛 B
组混双决赛阶段第一轮
9月23日
A组男双决赛阶段第二轮 A组男

B组混双决赛阶段B组第四轮 B组
混双决赛阶段A组第三轮、
B组第五轮

塑质地掷球比赛
9月21日

9月25日

塑质地掷球决赛

A组男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A组男

塑质地掷球颁奖

双决赛及附加赛

中国式摔跤
（公安民警组男子团体第二阶段抽
签）

女双预赛第四、
第五组第一轮
B组男双预赛第一轮 A组混双预

群众组男、女单打名次赛
公安民警组男、女团体第二阶段第
1
轮

赛第一轮
B组女双预赛第一轮 B组混双预
赛第一轮

9月19日

9月19日

群众组男、女团体第一阶段

A组女双预赛第一至三组、第六至

公安民警组男、女团体半决赛

八组第一轮 A组男双预赛第三轮

A组混双预赛第三轮 A组男双预
赛第五轮
B组女双预赛第一、三、八组第三
轮 A组女双预赛第一至三组、第六至
八组第三轮
B组女双预赛第二、四、五、六、七
组第四轮 A组女双预赛第四、第五组
第五轮

双决赛阶段第三轮
A组女双决赛阶段B组第二轮 A组
女双决赛阶段A组第二轮、
B组第三轮
A组混双决赛阶段第二轮 A组混
双决赛阶段第三轮
B组男双决赛阶段B组第二轮 B组
男双决赛阶段A组第二轮、
B组第三轮
B组女双决赛阶段第二轮 B组女

A组女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A组女
双决赛及附加赛
A组混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A组混
双决赛及附加赛
B组男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B组男
双决赛及附加赛
B组女双半决赛及附加赛 B组女
双决赛及附加赛

预赛
9月17日 第1
比赛日 比赛及颁奖
9月18日 第2
比赛日 比赛及颁奖
9月19日 第3
比赛日 比赛及颁奖
决赛
9月22日 第1
比赛日 比赛及颁奖
9月23日 第2
比赛日 比赛及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