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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2023雪季全国

冰雪运动场所安全工作会议1月11

日在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召开，体育

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出席会议并讲

话。

李颖川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做好冰雪运动安全管理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各级体育部门要充

分认识冰雪运动安全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挑战，清醒认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以扎实细致的工作

作风打好冰雪运动安全保卫主动

战。近期，体育总局印发了《体育赛

事活动管理办法》，各级体育部门要

将要求落到实处，研判冰雪赛事活

动风险，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体

系。

会上，体育总局冬运中心通报

了2021—2022雪季全国冰雪场所

安全监督检查情况，并对2022—

2023雪季的安全检查工作进行部

署。按照体育总局等八部委《关于

进一步加强冰雪运动场所安全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体育

总局与相关部门将组成联合检查

组，深入部分省区市冰雪运动场所

一线开展现场检验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体育局以线上方式参

会。 （李晓洁）

全国冰雪运动场所安全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序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地区

1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北京市

2 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 山东省

3 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 河南省

4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 河北省

5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全民健身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

6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医融合科普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北京市

7 北京体育大学二七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科普基地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市

8 中国体育博物馆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市

9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博物馆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市

10 武汉体育学院全民科学健身科普基地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省

11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普基地 西安体育学院 陕西省

12 成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科普基地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省

13 沈阳体育学院运动智能与健康科普基地 沈阳体育学院 辽宁省

14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体育运动损伤防治科普基地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

15 苏州大学体育科技与健康科普基地 苏州大学 江苏省

16 威海南海乒乓球训练科普基地 威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

17 厦门三圈模型体育科普基地 厦门三圈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18 北京市体检中心体卫融合健康科普基地 北京市体检中心 北京市

19 首都体育学院双奥科普基地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市

20 天津市体育博物馆 天津市体育博物馆 天津市

21 天津体育学院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市

22 张家口学院滑雪运动科普基地 张家口学院 河北省

23 河北体育学院雄安新区运动健康科普基地 河北体育学院 河北省

24 山西农业大学民俗体育文化科普基地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

25 东北师范大学冬季项目科学化训练科普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

26 哈尔滨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科普基地 哈尔滨体育学院 黑龙江省

27 上海体育博物馆 上海市体育宣传教育中心 上海市

28 上海棋牌文化博物馆 上海棋院（上海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上海市

29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市

序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所在地区

30 南京体育学院走跑健身科普基地 南京体育学院 江苏省

31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建）科学健身科普基地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省

32 常州市体育医院运动促进健康科普基地 常州市体育医疗科研所（常州市体育医院） 江苏省

33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 浙江省

34 宁波奥体中心 宁波奥体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

35 安徽省体育博物馆 安徽省体育博物馆 安徽省

36 福建师范大学运动与健康科普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

37 宜春学院休闲体育科普基地 宜春学院 江西省

38 山东体育学院科学健身与健康促进科普基地 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省

39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 山东省

40 湖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大众体质与健康科普基地 湖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湖北省

41 江汉大学都市时尚体育科普基地 江汉大学 湖北省

42 湖南科技大学科学健身科普基地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

4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馆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省

44 广州体育学院体能与健康促进科普基地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省

45 华南师范大学青少年运动与健康科普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

46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全民健身科普基地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

47 重庆邮电大学健身与健康智慧技术科普基地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

48 西南大学全民健身科普基地 西南大学 重庆市

49 四川省骨科医院中医运动医学科普基地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省

50 四川大学体育运动与华西健康科普基地 四川大学 四川省

51 云南警官学院无人系统体育科普基地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省

52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高原航空体育科普基地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

53 西藏民族大学高原运动与健康科普基地 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自治区

54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科普基地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

55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高原运动与健康科普基地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青海省

56 宁夏大学体育与健康促进科普基地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57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科普基地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8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体育科普基地 新疆搏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1月10日，2023年浙江

省体育局长会议在杭州召开，全面

总结2022年及过去五年全省体育工

作，研究部署2023年重点任务。浙江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瑶作工

作报告。

2022年浙江省体育系统勇于担

当，主动作为，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

参赛任务，成功举办省第十七届运动

会等一系列重大赛事，初步形成基层

体育委员工作机制、“体育大脑”1.0等

11项体育助力共富标志性成果。

2023年将做好以下七方面工作：

一要切实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

纵深推进清廉体育建设，凝聚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二

要以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推进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体育促进共同富

裕，增创浙江体育治理体制机制新优

势；三要全力以赴举办一届史上最成

功的亚运会，交出办会精彩、办赛出

彩、参赛出色的高分报表；四要深入

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推动体卫融合发

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五要高质量推进训练备战工

作，全力做好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

积极推动省队联办改革发展，持之以

恒抓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六

要全面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深入推

进“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和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断涌

现；七要大力实施“双倍增”计划，打

造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

（余敏刚）

本报讯 1月11日，2023年江苏

省体育局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

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22年全省

体育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工作任

务。江苏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少军在会上作了主题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中国式

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展现体育新

作为》的工作报告。

2022年，江苏省体育系统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事业发展，推动体育强

省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江苏省

第二十届运动会成功举办，公共体育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新周期训练备战

顺利开局，青少年体育工作不断加

强，体育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体育领域风险防范扎实有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全

省体育系统将重点抓好以下八个方

面工作。一要深化体育改革创新发

展，二要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三要着力提升

备战参赛质量和效益，四要切实加

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五要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六要全力防范化

解各类风险隐患，七要统筹抓好体

育法治和文化宣传等工作，八要持

续加强体育系统党的建设。

会议表彰了一批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无锡市体育局、南通市体育局

等主要负责人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刘 敏）

刘大庆（体育总局训练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体育

总局党组的部署要求上来。训练局将按

照“五个牢牢把握”要求，准确把握体育

强国丰富内涵，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

训练局的使命任务，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训练局工作的思路举措，指导训练

局工作实践。

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训练局荣

誉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大力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推动中华体育精神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文化自信深度融合，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

大精神力量。

全力护航竞技体育发展。要想高质

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一方面，在提供高水平体能康复诊

疗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体能康复专业

人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改革，大胆探索

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方法和机制，为运

动队提供持续高水平的服务。努力将训练局建设成为“训

练、科技、医疗、教育、服务”一体化的世界一流训练基地。

着力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针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方面遇到的新问题，积极探索人才、高水平教练员和

场地等关键要素有机融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倾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做实为人民健康筑基的使命任务，为市民提供优质的

健身空间和服务；举办运动损伤诊疗策略与康复治疗技

术培训，编写、翻译、出版、体能训练相关书籍，向体育系

统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分享竞技体育经验成果，推动健

康中国建设。

训练局将抓实巴黎奥运备战服务保障，推进全民健身

活动，传承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进训练

局的全面改革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力量。

陈应表（体育总局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国

家奥体中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是中心实现创新发展、事业突破的重

要基础。我们坚决以高的站位、严的要求、实的举

措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们要对标“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要求，

进一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研

究解决单位特有的难题痼疾，不断提高中心现代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聚焦核心任务，抓好国家奥

体中心各集体球类项目国家队全面建设，特别是备

赛参赛任务，瞄准杭州亚运会、奥运资格赛、巴黎奥

运会，奋发有为、为国争光，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

争；立足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园区产业规划，创

新经营模式，激活发展动能，大力推动产业提质增

效；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赛场拼搏中、岗位奉

献中展现良好精神风貌，讲好体育故事，增强文化

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

神力量；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

设，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抓好作风建设，打

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和“政治过硬、专

业领先”的干部职工团队。

国家奥体中心将朝着更高发展目标团结奋进，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的新征程上作出新的贡献。

林晓华（体育总局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明确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方法和路径，为我们开展体

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为我国第一个承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大

型体育场馆群，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见证了中国

体育对外开放和不断崛起，也必将见证中国从体育

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新时代、新征程，奥体中心要

有新担当、新作为。

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推进奥体中心党的建

设，强化党员干部和国家队的理想信念教育，团结

一心，锐意进取。要大力推进“训、科、医、教、服”一

体化高水平的国家训练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园区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动中心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体育精神，着力打造

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全方位提升国家队

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积极推进竞技体育成果全民

共享，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要充分

发挥奥体中心作为体育总局直属国家队训练基地、

国家全民健身示范基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

“首都文明单位”的优势和作用，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有为的状态，为体育强国

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浙江省体育局长会议召开

江苏省体育局长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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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青壮年宜渐进锻炼恢复元气

全民健身动起来 科学锻炼强体魄

本报记者 刘昕彤

“‘阳康’好多天了，但身体感觉特别疲惫，出门一

吹风就咳嗽、头晕，怎么都恢复不到之前，想运动也不敢

贸然开始。”在北京工作的小王说。有这样疑惑的人不在

少数，一部分人虽进入康复期，但在日常生活中仍感觉

身体虚弱劳累，运动或者长时间活动后就体力不支。

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

究中心主任徐建方表示，新冠康复后不适宜做剧烈运动

和长时间运动，且仍要加强健康监测，尤其是有基础病

的人群。康复早期切勿操之过急，要一步步来，逐渐恢复

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避免对心肺功能造成过重负担，特

别是不适宜的剧烈运动可能诱发心肌炎等严重问题。

新冠康复之后，很多人的身体状态回到以前还需要

一两周时间，建议循序渐进地开展一些适度的、相对温

和的运动，比如从散步到快走，然后慢跑，逐渐恢复运动

量和运动强度。足球、篮球、长跑、长时间骑行等运动项

目建议先放一放，适度做一些广播操、健身操、八段锦、

太极拳等，康复早期的运动不能剧烈，而且要控制时间。

“判断自己是否运动过度，可以通过说话和心跳这

两个指标判断。”徐建方说，“活动的时候，强度最好要

保持还能和人正常交流、不断句的水平。其次，运动时

在心率上也最好不要超过130次/分钟。个体情况可能

会存在差异，要以让自己感觉舒服为准，不要马上恢复

到之前的运动强度。运动中如果产生不适感或是有其

他症状加重的情况，即出现‘劳累后不适’，应该立即停

止活动；若运动后疲劳感加重，需要减量、降强度。”

除渐进恢复运动外，北京市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者恢复期健康管理专家指引》也提

醒，要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康复期饮食要

注意保持食物的多样化，注意荤素兼顾、粗细搭

配；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大豆、奶类、谷类食物；适量吃

鱼、禽、蛋、瘦肉，优选鱼虾、禽肉和瘦肉，少吃肥肉；饮食

清淡不油腻，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油炸油腻食物；

保证饮水量，首选白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每天喝

水1500至2000毫升，合理运用药膳进行食养和食疗等。

冬季天气寒冷，新冠康复者外出时要护好头部、腰

背部、腹部、双脚，佩戴帽子、围脖、手套等；洗澡时可以

开着暖风。近期注意不要再感冒，避免呼吸系统的损

伤。

（随着“新十条”疫情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体育场

所、商场、影院等恢复正常营业。当前形势下，人人都是

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日常防御疫情的传播和

病毒的感染，除了注射疫苗做好自身的防护，注意日常

的饮食起居外，也要注意加强运动锻炼，增强体质提高

自身免疫力，这是抵抗病毒侵袭的最好选择。现在全国

各地均在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通过全民健身活动，

强体魄、健心智、提信心。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和本报特开辟“全民健身动起来 科

学锻炼强体魄”专栏，介绍各地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

动的情况，并推出科学的健身方法和知识，助力大众构

筑自己的健康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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