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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轧学超

近日，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新虹

桥中心花园完成形象提升，在延安西

路与娄山关路交叉口的高架桥下，改

造了约2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不仅

公园入口从“九曲十八弯”变为开放

式通道，还改造和新开辟了总计6片

体育场，在3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打造

了4个篮球场、2个足球场，让桥下方寸

之地变为以球类运动为主题的城市新

空间。

“以前延安路高架下方是单一的停

车场，现在到了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

用的时候了。”长宁区建管委副主任

周静讲述了政府专业部门的考量，“前

期调研中，周边居民和白领都提出，虹

桥开发区一带的户外体育设施不足，

恰好新虹桥中心花园的桥下空间面积

大，又位于高架正下方，适合增设体育

场地。”

2021年，长宁区曾在中环北虹立

交沿苏州河的桥下空间试点建造运动

场，以北翟路和中环线为坐标划分出

四个“象限”，在新泾港、哈密路及苏州

河围成的约3.5万平方米桥下空间建造

足球场、户外篮球场及带顶篷的篮球

场，并以火烈鸟、斑马、猎豹等动物为

主题，用鲜艳的色彩装饰了这片原本

颇为“生硬”的桥下空间。新虹桥中心

花园却有所不同，中环高架桥下多为

独立区域，相互穿梭需要过马路，对行

人来说进出运动场还不是最便捷。新

虹桥的体育场地还与公园绿地无缝衔

接，一家祖孙三代来公园，老人可以赏

花、赏湖、逛公园，小朋友能在草地上

撒欢，年轻家长可以打篮球、踢足球。

“公园仿佛敞开着怀抱欢迎人们来

游园。”上海市民吴洋在金虹桥国际中

心上班，平时每天都要穿过新虹桥中

心花园乘坐轨道交通10号线通勤。春

节后他发现，改造后的公园入口大气

简约，还新增了弧形石凳供人休息，虽

然依旧是高架下方，但视野却比以往

更为开阔。

市中心人流量大所具备的潜在经

济效益，对专业运动场的运营方也具

有足够大的吸引力，能够促进企业积

极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在越核心的

区域建造运动场地，获得的关注度和

经济收益会越高，这是市场的天然规

律。”洛克篮球公园创始人、洛合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祺介绍，目

前上海核心区域的运动场地稀缺度非

常高，在长宁、徐汇、静安、黄浦等中心

城区，运动场地长期供不应求，因此更

需要“见缝插针”地建造运动设施。

洛克公园负责了中环北虹立交桥

下篮球场的运营。此次运营新虹桥中

心花园的桥下篮球场，戴富祺表示，根

据区位的不同，球场的改造与功能设

置也应该有所差异，中环北虹立交桥

下以造景为主，新虹桥的球场与公园

绿地连通，面积有限，因此无论是桥外

还是桥下的球场都没有再增设景观，

而是将能利用的方寸之地全都建成体

育场，更侧重体育功能的提升。有了中

环桥下的球场改造经验，洛克公园在

新虹桥中心花园的球场改造用时仅3

个月，建设速度、设备规模和球场质量

都有所提升。

作为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上海

长宁区近年来持续聚焦公共体育设施

的增补，因而选择高架桥下作为挖掘

城市体育空间的“新富矿”显得顺理成

章。据介绍，长宁区还将趁热打铁，继

续打造江苏北路跨苏州河、剑河路跨

苏州河等两处新的桥下空间。尤其是

车流量和人流量都颇为可观的江苏北

路桥，此前桥下均为市政道班房，此次

改造后将在保留一部分道班房功能的

基础上，将其余空间打造为展现苏州

河近代工业历史、叠加现代潮流元素

的人文休憩空间。

本报讯 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温

暖新城·全民健身”干部职工冰雪运动会日前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沁生态公园

举行。来自新城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500余

名干部职工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设置了雪合战、雪地球、雪地急速

赛车、定向寻宝等多个参与性高、互动性强

的冰雪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干部职工参与

冰雪运动的需求。在为期半天的活动中，各

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队在感受冰雪运动的

激情与魅力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新城区干

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和体育拼搏精神，

为首府呼和浩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体

育力量。

内蒙古冰雪运动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内蒙古冰雪运动协会还要将冰雪运

动引入更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当中，通过比

赛增强机关、企业间的互动，以赛促交流，以

赛促健康，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冰雪运动全民

参与、全面发展。

（王子纯）

本报记者 李金霞

马玲玲今年59岁，坚持跳健身秧

歌已有10年，举手投足都显出优雅气

质，她不是舞蹈专业出身，却舞出令人

称羡的水平。从2012年开始马玲玲接

触健身秧歌，现在是河南省驻马店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秧歌专委会健身

秧歌队队员，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

她参加健身秧歌队10年来，凭着

自己对健身秧歌的喜爱和付出，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成为队里的骨干。专

业素质和出色的表演赢得掌声，获得

评委给予的高分，颁奖仪式上，胸前佩

戴闪光的奖牌，手捧金色的奖杯，脸上

漾出美丽的笑容。谁能知道，在马玲

玲光鲜的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有多少。

马玲玲初识健身秧歌是在参加

单位组织的团建活动中，第一次看到

邀请的艺术团队表演健身秧歌，她就

被表演者展现的舞姿和气质所吸引。

后来，健身秧歌的场景一直在她心里

挥之不去，想学习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多次利用公休日到健身秧歌队的

训练地区观看，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找到健身秧歌教练，表达自己的学习

愿望，得到教练的热情鼓励。从此，她

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用到健身秧歌

的学习上。

初入队时，马玲玲看到队里的姐

妹们手里那把扇子像长在手上似地随

着变化的动作舞动，感觉是那样轻松

自如，非常羡慕他们。而她初次上场

拿起扇子就感觉力不从心，才体会到

什么叫“眼高手低，看着容易做着难，

入门容易提高难”。教练刚教的动作

自己做起心里紧张，手忙脚乱，身体僵

硬，动作变形。

在教练的鼓励和开解下，她坚信

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没有跨不过去的

河，没有学不会的动作。训练场上她

用心观察老队员的动作，将教练示范

和强调的动作难点要点记在心里反复

体会，和队员一起完成规定训练后，她

自己加训。她虚心诚意向每一位比自

己水平高的队员学习，让他们为自己

纠正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习练，直到

把该掌握的动作完成得符合标准要求

为止。

在教练和队友的关心、指导、帮助

中，她的秧歌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熟练

掌握了秧歌的平扭步、十字步、左右

跳、左右横扭步、三步一停步左右、跳

扭步等基本动作标准和技巧运用，终

于实现基本动作的突破，找到得心应

手的感觉。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学习

训练中不是简单刻板模仿，而是融入

自己的理解，将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一

个新层次。

随着水平的提高，马玲玲的学习

热情也越来越高，跳健身秧歌，让她改

掉了驼背的毛病，走路抬头挺胸了，精

神气质好了，能力得到锻炼，自信心得

到提升。“学习健身秧歌这么多年，我感

到生活快乐又充实，一天不跳就觉得浑

身不舒服。”马玲玲说，“疫情之后，虽然

不能参加健身秧歌集体活动了，但我宅

在家里每天也要跳上上一两个小时。”

健身秧歌成为她生活的重要部分。无

论是学习，训练，还是参加比赛，都让

她有幸福快乐感。

本报讯 山东省济宁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济宁市健身操舞

运动协会日前组织健身操舞志愿

者服务队走进济宁太白湖新区石

桥镇北王一村，开展公益指导健身

操舞培训活动，鼓励和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健身活动，养成科学锻炼意

识，营造崇尚健康、参与健身的良

好氛围。

在培训活动现场，健身操舞志

愿者们踏着音乐节拍向村民展示

了精心挑选的健身操舞套路。表

演者灵动的手势，稳健的步伐，优

雅的舞姿，行云流水的队列变换，

跳出了健身操舞的多彩魅力，让现

场观众不断拍手叫好。通过展示，

让村民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参与其

中，一起亲身体验一把健身操舞的

运动魅力。

据了解，北王一村有着浓厚的

广场舞氛围，村民们除了自娱自乐

外，还组建起了广场舞队伍参加区

里和市里的比赛，均取得好成绩。

（王金山 陈振）

本报讯 翰墨体育情，丹青

迎亚运。日前，由中国体育博物馆

与杭州市体育局共同举办的“迎

亚运”中国体育艺术展在国家体

育场（鸟巢）“辉煌·逐梦———双奥

之路中华体育文化展”中精彩亮

相。艺术展展示了来自十余个省

区市艺术家创作的精美艺术品，

以笔墨抒胸臆，以艺术送祝福，表

达对杭州亚运会成功举办的美好

祝愿。

活动现场，体操奥运冠军郭

伟阳向中国体育博物馆捐赠广州

亚运会纪念邮册，中央美术学院

教师赵毅捐赠油画《拼搏》，女排

奥运冠军魏秋月为艺术展送上视

频祝福。

六位嘉宾在同一张纸上依次

用毛笔书写“迎杭州亚运会”六个

字，字体各不相同，寓意亚运会是

融合发展的体育盛会，虽然参与者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但是心心相

融、美美与共、和为一家。

中国体育博物馆与亚运会颇

有渊源。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

会开幕，中国体育博物馆同日建成

开馆。多年来博物馆一直致力于

立足藏品讲述背后的故事，传播体

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展现中国

风貌。为了延续与亚运会的特殊

“缘分”，本次艺术展也将在亚运会

期间移师杭州亚运会博物馆，继续

向全亚洲体育爱好者讲述中国体

育文化故事。 （林 剑）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延庆区

发布《延庆区“户外运动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将

利用三年时间，推动冰雪、骑行、

徒步、露营成为具有延庆特色的

优势户外门户运动，打响全国户

外运动城市知名度，全面提升城

市形象，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建设，打造国际知名的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

《延庆区“户外运动城市”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以建设延庆“户外运动城市”为目

标，以体育运动与度假休闲结合

为重点，围绕“户外运动与休闲消

费”这一产业核心进行开发建设，

到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延庆特

色的四大优势户外门户运动，初

步构建具有标准示范效应的户外

运动场景，引入一批具有产业影

响力的户外用品品牌，举办一系

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户外领域展

会赛事，集聚一批开展专业户外

服务的创新创业人才，打响延庆

作为“户外运动城市”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延庆区将立足于自然山水及

赛会遗产优势建设基础，充分挖掘

户外休闲运动资源优势，重点发展

冰雪、骑行、徒步、露营四大门户运

动，以门户运动带动滑翔、跳伞、桨

板、攀岩等其他户外休闲与消费活

动。围绕四大门户运动重点发力，

构筑以“春骑行、夏露营、秋徒步、

冬冰雪”为特色的四季生态旅游体

系，形成特色品牌。将选择妫河、北

山、东山三个特色鲜明、基础较好

的片区，重点打造三大户外运动示

范基地，并根据市民不同的爱好

和需求，打造从基础到高端的户

外运动体验，逐步提升多层次户

外运动基础设施。围绕“长城、世

园、冬奥”三张金名片，策划三大体

育文化线路，进一步完善户外运动

空间布局。

（李金霞）

北京延庆打造户外运动特色

济宁市开展公益健身操舞培训活动

“迎亚运”中国体育艺术展亮相国家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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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举办干部职工冰雪运动会

健身快车

新华社记者 李春宇 夏子麟 张晨霖

在户外运动区体验室内攀岩，在冬季运动区挑选冰雪运

动装备，在露营生活区感受慢节奏的休闲方式，2023亚洲运

动用品与时尚展2月10日至12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无论是主办方、参展方，还是现场

观众，都没有预想到开展首日就呈现了火热的场景。国内外

220家展商、360余个品牌集体亮相，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涵

盖了滑雪、陆冲、桨板、骑行等丰富的户外运动项目，吸引大

批观众前来体验。

“这场运动用品与时尚展点燃了展商的热情，也非常高

兴看到观众前来了解体验丰富的户外运动，拥抱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消费品类项目组总

监庞丹说。

攀岩区是展会现场最热闹的区域之一，青少年逐渐成为

这项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一次次在攀岩墙上尝试，拼尽全

力到达顶端，同时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一户外运动展

会，每次看到现场体验攀岩的人数，都比上一次更多。”攀岩行业从业者牛

纲说，日益完善的攀岩设备和安全保障有助于这项运动的推广。

在露营生活区，很多观众愿意坐下来和露营项目负责人聊天，了解最新

的露营装备和有趣的露营项目。露营爱好者陈施楠说：“露营成为身边很多

朋友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比如在旅行目的地选择一个合适的露营场地，感

受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氛围。”

“高标准的户外运动场地为大众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保障，通过这场展

会就能看到人们对出门游玩热情高涨，对户外运动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

整个行业生机勃勃。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春天就要到了，希望人们都能享

受运动、快乐生活。”国际户外和极限运动品牌代理商庞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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