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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训进行时

本报讯 近日，经过组织推荐、专家评审、公

示命名等环节，国家体育总局和科学技术部公布

了首批国家体育科普基地名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和规范国家体育科

普基地建设和运行管理，促进体育科技创新和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协调发展，支撑体育强国和科技

强国建设，国家体育总局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开展

了首批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申报评审工作，最终58

家国家体育科普基地脱颖而出获得认定。

国家体育科普基地是国家特色科普基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展示体育科技成果与发展实践的

重要场所，是面向公众开展体育科技知识普及、宣

传体育科技成就、推广科学健身知识、提高全民健

康素养的重要阵地，将在开展社会性、群众性、经

常性的体育科普活动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

步满足人民群众科学健身的需求和国家体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

体育总局科教司负责人表示，首批认定的58

家国家体育科普基地要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新时

代体育科普工作质量，发挥自身特色，提升体育科

普服务能力，为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作出贡

献。 （刘昕彤）

（名单详见今日二版）

本报记者 林 剑

“去年十一假期我就

免费预约了黄龙体育中心的羽毛

球场地，那时候真是一场难求，从

早晨7点就开始看手机抢订。春节

要到了，听说羽毛球场地又要免

费开放，我还要试试运气。”接受

记者采访时，浙江杭州市民林大

庆说。

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持续深

入，运动已成为不少人的“刚需”。

节假日和亲戚朋友一起到运动场

地出出汗成为新时尚。

2022年1月，财政部、体育总

局修订印发新的《公共体育场馆

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浙江省体育局也配

套出台了《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补助办法》，支持当地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在浙江，公共体育场馆节假日

期间免费、低收费开放已成为常

态，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

重要节假日以及“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纪念日、全民

健身日，全省公共体育场馆都会

免费开放，惠及群众，以承办亚运

会为契机，全面提升改造的亚运

会比赛、训练、保障场馆同样秉承

惠民、便民的原则，推动亚运场馆

红利社会共享，形成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浙江模式”。

春节假期之前，浙江黄龙体育中心上下依旧

在忙碌，据场馆负责人介绍，正月初四至初六，中

心乒乓球、羽毛球、室内外篮球、壁球、笼式足球场

地都将免费向市民开放，其中室内篮球场就是杭

州亚运会比赛场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开放前

的安全巡查、风险补漏以及常规的消杀等工作，以

饱满的热情等待健身群众的到来。”该负责人介绍

说。

绍兴奥体中心正月初四至初六也将向市民免

费开放篮球、羽毛球、游泳、笼式足球、网球等场

地。绍兴奥体中心副主任阮少华介绍说，绍兴奥体

中心2022年3月完成场馆改造提升后便面向市民

低免开放，同时确保每年不低于23个节假日免费

开放。“我们最受欢迎的场馆是游泳馆，以往假期

免费开放时每天都能吸引五六百人次健身群众，

元旦假期因为疫情，仅来了100多人次，但我相信

春节假期一定会有更多人来这里锻炼。中心目前

也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和大家一起度过一

个运动的新年。”

本报记者 丰佳佳

后冬奥时代，“北国春城”紧抓冰雪经济发展机遇，发挥

国际品牌赛事引领效应，全力推进冰雪产业发展。2023中国

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近日在银装素裹的净月潭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启幕。本届滑雪节将持续至2月28日，涵盖瓦

萨滑雪系列赛事、中俄青少年冬运会、主题节庆展会、冬季

农博会四大主题板块11项活动。

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已连续举办21届，历经20余年

的成长，滑雪节由最初单一的赛事发展成为集体育健身、旅

游休闲、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

动，对推进吉林省“冷资源”向“热经济”转变，推动吉林省寒

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净月潭瓦萨国际

滑雪节入选了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中国十佳冰雪

季冰雪旅游节事活动。1月4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越野

滑雪长距离32公里、短距离16公里、大众越野滑雪迷你2.5

公里三项赛事同时鸣枪开赛，来自河北、甘肃、青海、云南等

省区市的19支队伍330余名专业运动员和滑雪爱好者参加

了比赛。

参赛选手中，有的是净月潭雪场的老朋友，已连续多届

参赛，“这是我第三次来参加滑雪节的比赛了，在这里滑雪就

像在画中游，特别有体验感。”来自青海的选手王辉表示，以

前参赛成绩一般，但是耐力和体能都不错，这次挑战32公里

项目，他觉得越野滑雪最大的魅力就是不断挑战自己。

有老友，自然也不缺新朋。来自黑龙江的几位小朋友穿

上参赛服出现在赛道上。据带队教练介绍，这次带着6个孩子

参加滑雪节，希望孩子们通过比赛增加阅历，“冬奥会让很多

家长看到冰雪运动的广阔发展前景，他们希望孩子喜欢这项

运动，也期待他们走上越野滑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

净月潭滑雪场的越野雪道因为滑雪节赛事变得忙碌，

一旁的高山滑雪雪道也成为众多儿童青少年的乐园。地处

近郊的净月潭滑雪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是长春市内唯一

一家可以同时体验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的大众消费型滑雪

场。其中高山滑雪雪道坡度适宜，适合初学者、体验者，是长

春市儿童青少年的滑雪培训基地，同时也是许多南方游客

到东北看雪、体验滑雪的打卡点，在疫情发生前，净月潭滑

雪场每年“春节档”都有一半游客来自外省。

近几年，净月潭雪场在“春节档”都会推出学生优惠票。

虽然因为景区限制私家车入内，许多家长们觉得多有不便，

但实惠的门票价格还是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滑雪，其

中青少年单板培训成为最热门的课程。针对这一变化，在

2022—2023新雪季，净月潭滑雪场在服务、体验、设施等诸

多方面进行了完善与提升。

“为了满足更多单板爱好者的滑雪需求，我们新添了一

批单板。”净月潭滑雪场市场营销部经理杨海宝告诉记者，

为了兼顾单板发烧友和青少年初学者的需求，雪场在一号

雪道增设了单板公园，为单板滑雪爱好者提供休闲娱乐以

及技能提升的场地，“为满足青少年滑雪需求，雪场每个雪

季都会开展滑雪培训班，冬奥会带动的冰雪热潮还在持续，

现在来学滑雪的孩子越来越多，培训班也越开越多，我们增

加单板公园，希望实现客流分流，既能满足青少年滑雪培训

场地需求，又能保障单板发烧友的滑雪体验。”

本报讯 2022—2023赛季全国花样滑冰锦标

赛1月11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冰上运动中心启幕。本

届赛事为期3天，1月12日将决出男子单人滑冠军，

女子单人滑、双人滑和冰舞项目的冠军将于1月13

日出炉。作为2023年举办的首场全国性花样滑冰

赛事，也是时隔3年首个回归线下举办的全国性花

滑赛事，比赛吸引了众多高手参加。

男子单人滑方面，18岁小将陈昱东将向个人

首个全国锦标赛冠军发起冲击。随着年龄和阅历

增长，他的训练和比赛状态不断提升。在不久前举

行的全国青年锦标赛上分获亚军和季军的韩文宝

和姜智敖表现同样值得期待。来自南方城市的梅

格睿祺、于之乐等选手近年来进步明显，他们也将

力争奉献精彩表演。

女子单人滑赛场，卫冕冠军安香怡本赛季完

成了国际赛场首秀，在国际滑联青年组大奖赛波

兰站获得第五名。上届全国锦标赛亚军陈虹伊将

再次登场，金书贤、王芓乔、程佳盈等一批表演风

格突出的小选手同样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双人滑项目，张思阳/杨泳超将参加搭档后的

第一届全国锦标赛，他们技术扎实突出，将是冠军

的有力争夺者。另一对值得关注的组合是杨易溪/

邓舜阳，本赛季他们以赛代练，收获了包括国际滑

联青年组大奖赛波兰站第五名、全国青年锦标赛

冠军、俱乐部联赛总决赛青年组冠军在内的诸多

好成绩。冰上舞蹈方面，多名年轻选手将在本赛季

完成升组比赛，积累经验，展示训练成果。上届全

国锦标赛青年组冠军陈溪梓/邢珈宁将力争站上

最高领奖台。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表示，全国锦标赛既是国内高水

平花样滑冰运动员检验、展示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冰雪爱好者每

个赛季期待的赛事活动。本届比赛将点燃选手和冰迷的热情，让这

场冰上盛会更生动、更精彩。 （田 洁）

本报记者 陈思彤

海南万宁海面上，几个黑黑瘦瘦的身影在浪花中飞舞，他们只

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却已经挑起了巴黎奥运会冲浪项目争夺

资格的任务。

从2018年进队时不知道什么是冲浪，到今天准备和世界高手

迎战，4年时间，孩子们用勤奋和努力将梦想一点点拉近。这个冬天

在国内的调整将是他们为数不多能在“家里”的日子，春暖花开之

时，他们将继续踏上“追浪”之旅。

国家冲浪队领队周长城说起几天前结束的全国锦标赛还是很

兴奋，“男子比赛中，有人做出了360度动作，这是在全国锦标赛中

第一次出现，我们很高兴。”今年全国锦标赛呈现出“群雄混战”局

面，以前海南雄霸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最有意思的是，女子项目中，

实力最强的是四川队，而团体实力最强的是山西队，这是两个内陆

省份，表明中国冲浪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省区市看到

冲浪项目整体的进步，也加强了对项目的投入。“我们现在的冬训

以及外训得到了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还有陕西和四川，都对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还有很多省区市虽然选手没有在国家

队，但他们明年也将跟随国家队的脚步进行外训，向国家队多学

习，尽快提高自身水平。

目前，因海南的浪况一般，只适用于初学者，对于已是世锦赛

前30名的中国选手来说有些容易，所以冬训更多是调整性训练和

基本体能训练等。同时，国内这段难得的训练时光也是加强队员

们文化学习、理论学习和思政教育的好时机。令人高兴的是，外教

韦德继续留任也让中国队底气更足，去年，中国冲浪队在韦德的带

领下拿到了世锦赛突破性的好成绩。2023年，韦德的续约将为中国

队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除了外教的助力，队员们的努力不可或缺。“如果说我们短时

间能取得突破是‘弯道超车’，那么就来源于孩子们的刻苦训练。”

周长城说。天不亮就奔赴训练场，赶上好的浪，孩子们在浪尖上跳

跃，迟迟不愿意结束训练，这就是他们每一天的训练状态。

虽然拿资格还有困难，但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曾经遥

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变得越来越近。2023年奥运会资格赛，中国队面

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队，去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和日本队三人的成

绩一对一来看，一赢一平一负，但是日本队的临场作战能力明显占

优，这也坚定了中国队“走出去”、多比赛，为梦想“追浪”的决心。孩

子们也希望通过努力让中国冲浪被更多人关注，让更多人从事冲

浪运动。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公园冰场，

工作人员伏在冰面检查冰层厚度是否达

到15厘米，冰面是否有凸起及杂物。这是

冰场每日定时必须进行的安全检查工

作，如冰面要求不达标，冰场则不得对外

开放。

近年来，全国各地以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人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2021—2022雪季全国冰场雪

场接待人数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岁

末年初，元旦春节等传统节假日接踵而

来，滑冰滑雪成为老百姓冬日户外健身

休闲的热门选择。

这个冬天，各地冰雪运动场所迎来

了北京冬奥会后的首个雪季。冬奥会点

燃了群众冰雪运动热情，促进了冰雪运

动场所规模快速增长，为冰雪运动进一

步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与此同时，

冰雪运动发展态势越好，安全问题越不

能掉以轻心，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护大

众冰雪运动热情，就是守护冰雪运动可

持续发展的根基。

1月11日，2022—2023雪季全国冰雪

运动场所安全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

体育总局坚持每年举办全国冰雪运动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冰雪运动场所安

全检查工作，就是要牢固树立冰雪运动

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

治理冰雪运动场所和赛事活动中存在的

各类风险隐患，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副主任黄志勇在

介绍2021—2022雪季检查工作情况时表

示，为优化冰雪体验，不少投资者加大场

地设施资金投入，及时更新安全防护设施

和器材装备，不断改善冰雪场所基本条

件。有的场所运营负责人进一步细化安全

管理和经营措施，建立了企业标准体系。

通过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北京冰雪

运动和冰雪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北

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截至2022年

底，北京市共有48处室内室外冰场、21家

开放运营的滑雪场，上个雪季参加冰雪活

动的人次达到1000万以上。在这个雪季，

北京军都山滑雪场的雪道防护和索道缆

绳都进行了更新，雪道两侧的防护措施加

固加高，缆车速度提升近3成。主打全教学

“无鱼雷”的北京八达岭滑雪场今年则继

续保持免费教练教学的特色，和去年不同

的是，需要教练现场盖章的纸质测评卡变

成了“关卡教学”小程序。

作为冰雪运动大省，辽宁省现有31个

室外滑雪场，10个室内滑冰场、冰球馆、短

道速滑馆，每年冬季运营的室外天然滑冰

场以及冬季冰雪娱乐项目100余个，已实

现全省14个地市全覆盖。“目前，通过省滑

雪产业联盟的努力，全省所有滑雪场均以

较低价格与保险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为每

名滑雪购票者购买意外伤害险。”辽宁省

体育局副局长张东群表示。

然而，通过上个雪季对部分冰雪运

动场所的抽查，仍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有

的滑雪场所社体指导员配备不足、部分

危险地段安全防护措施存在不足或缺

失、场所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滑冰场所则

存在经营负责人对总局发布的《课外体

育培训行为规范》不了解、对滑冰技术指

导人员应持有相关证书的规定不清楚、

未能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等问题。

冰雪运动安全工作既要顾当前，也

要管长远，有了安全地滑，才能快乐地

滑。要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首先要保障安

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

理念，坚持安全发展的底线，才能为后冬

奥时代冰雪运动发展和大众参与热情保

驾护航。

首批国家体育科普基地名单公布

冰雪运动场所筑牢安全防线 守护大众参与热情

正值雪季，陕西太白鳌山滑雪度假区迎来客流高峰。图为1月11日，

小朋友在雪场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滑雪。 新华社发（邹竞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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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滑雪节聚人气 长春冰雪运动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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