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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速度与激情”

国家摩托艇队今夏驻烟集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李阳
摄影报道)宽阔的海面上，
摩托艇轰鸣着，风驰电掣，
浪花飞溅——这是近日国
家摩托艇集训队在烟台海
域集训的场景。众多高手
驾驶摩托艇在海上演绎“速
度与激情”，成为烟台夏日
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促进中国摩托艇队
人才队伍向纵深发展，尽
快提高训练水平，力争在
世界大赛上取得优异成
绩，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决定组织国家
摩托艇集训队集训，7月20
日-8月9日在烟台市开展
集训。这是烟台首次承接
国家摩托艇集训队集训服
务，烟台市体育局全力支
持国家摩托艇集训活动开
展，烟台市帆船帆板运动
协会、烟台市仁聚水上运
动俱乐部为集训提供训练
场地、室内多媒体场地、船
艇存放、维护、冲洗、食宿
行、安全等各项保障服务，
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摩托艇
队集训的顺利开展。

为了保障集训工作的
顺利开展，本次集训严格按
照安全管理规定及疫情防
控的相关要求开展，除配备

齐全的安全设施、安全防护
方案外，全程会有冲锋舟进
行水上巡查，相关方面提前
发布海域情况及天气情况
信息。集训期间餐饮均衡
营养搭配，并且每餐都会留
样检测，全力保障集训队员
训练及生活的安全。

据国家摩托艇集训队
负责人介绍，对运动员来
说，体能储备及水上训练都
非常重要。为了保证训练
效果，集训队专门制定了有
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前期进
行体能恢复性训练，中期进
行高强度的水上专项训练，
以提高竞技水平，达到最佳
竞技状态。

国家摩托艇集训队领
队表示，烟台海域非常适合
开展并推广摩托艇运动。

“我们此次来烟台集训非常
愉快，烟台有关方面从场地
训练条件到各项保障都非
常到位。非常感谢烟台给
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他说。

本次国家摩托艇集训
队驻烟训练，为烟台摩托艇
运动项目的发展创造了条
件，有利于推动“体育+”项
目的融合发展，搭建更好的
水上运动交流平台。

烟台籍名将刘诗颖勇夺奥运金牌

中国田协、省威海体育训练中心
感谢烟台市体育运动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滕刚

YMG 全媒体记者 李杰)8
月6日，在日本东京奥运会
女子标枪决赛场上，烟台籍
名将刘诗颖力压群芳，一枪
定乾坤，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36枚
金牌，创造了中国田径、山
东体育和烟台体育在奥运
会上新的历史和突破，谱写
了由地级市体校——烟台
市体校教练员一手培养的
优秀运动员夺得田径奥运
冠军的绚丽篇章。为此，中
国田径协会向山东省体育
局发来感谢信，山东省威海
体育训练中心向烟台市体
育运动学校发来感谢信，谨
向烟台市体育运动学校为
国家、山东省田径事业，尤其
是女子投掷项目的重点队
伍、重点运动员长期以来所
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田径协会 8 月 6
日向山东省体育局发出感
谢信。信中说，热烈祝贺
刘诗颖在第32届东京奥运
会田径项目女子标枪决赛
中以 66.34 米的优异成绩
获得冠军，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夺得一枚宝贵的金
牌，创造了中国田径在奥
运会上新的历史，为祖国
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极大
地鼓舞和振奋了中国田径
界。中国田径队取得的优
异成绩离不开山东省体育
局对田径项目、尤其是女
子投掷项目重点队伍、重
点运动员长期以来的大力
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
谨向山东省体育局及山东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烟台
市体育运动学校表示衷心
的感谢。

8月7日，山东省威海
体育训练中心向烟台市体
育运动学校发出感谢信。
信中说，热烈祝贺烟台市
体育运动学校输送的运动
员刘诗颖在第32届东京奥
运会田径项目女子标枪决
赛中，以66.34米的优异成
绩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夺得一枚宝贵的金
牌，这是山东省田径田赛
项目的第一枚奥运会奖

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
荣誉。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烟台市体育运动学校对山
东省威海体育训练中心田
径项目、尤其是投掷项目
重点队伍、重点运动员长
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
帮助。在此，谨向烟台市
体育运动学校表示衷心的
感谢。

烟台是著名的田径之
乡，田径项目一直是烟台
市体校的优势项目之一。
刘诗颖获得的这一枚宝贵
的奥运金牌，不仅创造了
建校63年以来的田径项目
最高成绩，还使学校获得
的奥运金牌总数达到4枚，
名列全国地级市体校前
茅，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
荣誉，为山东、为烟台争了
光、添了彩，更是烟台市体
校的荣耀。

多年来，烟台市体校教
练员郭庆仙一直坚持自己
带队训练，她不仅承担着烟
台市的比赛任务，还承担山
东省和国家队的比赛任
务。刘诗颖和梁丽丽、耿爱
华、李玲蔚、隋丽萍等都是
郭庆仙手把手培养出来的
运动健将。其中，李玲蔚参
加了第30届伦敦和第31届
里约奥运会，刘诗颖参加了
第31届里约和第32届东京
奥运会。作为地级市体校
教练员直接培养出高水平
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并夺
得金牌，这在中国田径史上
也属罕见。

2007年7月，刘诗颖被
选送到烟台市体校以来，在
郭庆仙的精心指导下，刻苦
训练，成绩得到迅速提升，
展露锋芒，先后入选山东省
田径队、国家田径队，多次
在世界大赛中夺冠。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郭庆
仙带领以刘诗颖为核心的
国家标枪队封闭在烟台市
体校刻苦训练、全力备战东
京奥运会之际，得到了国
家、省市各级主管部门的关
怀和支持，烟台市体校全力
以赴在疫情防控、后勤保障
上做好服务，保证国家标枪
队训练的正常高效进行。

三金一铜，烟台创造历史
除了登上领奖台的他们，也要记住同样永不放弃的他们

随着牟平姑娘刘诗颖一枪定乾坤，烟台
11位健儿的奥运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虽然这不是烟台健儿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
一次，但是，在14个比赛日里，能取得三金一
铜的成绩，却创下了烟台历届奥运会历史最
好成绩。

11名烟台健儿在自己参加的各个项目
中，把属于烟台人的那份坚持和执着，展现在
世界人民面前。

对于登上领奖台的选手，我们可以发自
肺腑地祝贺，但别忘了其他7名健儿，他们同
样到了东京，同样到了奥运现场。

回顾比赛，有惊喜，有坚守，有期待，但更
多的，还是感动。

他们，坚守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在竞技舞台，“老将”这个词，意味着即将
结束，但也是“老骥伏枥”的象征。

本届奥运会，烟台有两名年龄超过30岁
的“老将”登场。一个是魏萌，1989出生的她
是本次烟台名单中唯一的“80后”；一个是
1991年出生的边通达。虽然他们的奥运之
路不尽相同，但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
道路上，他们从未停歇。

参加了两届奥运会的魏萌这次站上了奥
运领奖台，虽然没有超越姐姐魏宁拿到金牌，
但铜牌的取得依然令人称颂。

“先设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慢慢变成大目
标。全国冠军、世界冠军，甚至是说拿一个奥
运会席位，去拼一场奥运会。”短短的赛后感
想，让人更加期待她未来的表现，“决赛中虽
然有遗憾，但接下来的三年我会继续努力，感
谢家乡父老的关心和支持。”

揣着别针参加奥运“最后一战”的男子
——50公里竞走选手边通达，因为“就是不
想给自己留遗憾”，而在将近4个小时的比赛
中，扎了自己十几下。

这个项目是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场比
赛，也可能是边通达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但第
七名的成绩，依然令人感动。

他们，永不放弃守护着心中信念

他们，是“新兵”。年龄，代表着未来，代
表着希望，更代表着属于“零零后”的那份拼
搏精神。

2000年出生的张常鸿，首次参加奥运
会，就稳稳射落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冠军。沉
稳，原本不应属于只有21岁的他，但恰恰因

为这份沉稳，让他搏到了一枚奥运金牌。在
决赛中，他射击服袖口上，有个黑色的小
LOGO，写着10.9——代表了射击每一枪的最
好成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张常鸿表示：“主
要我感觉还是心态（好），教练赛前的一些话都
记在心里边，严格按照技术动作贯彻下去，这
是最重要的。”对于奥运夺金，他坦言：“可能是
因为大赛激发了自己的潜能。平时训练状态
差不多，但没那么好。以前打过这个成绩，但
很少打。（夺金）一个是梦想，一个是信念。有
梦想促进自己，有信念给自己力量。”

女篮首发控卫李缘，同样是“零零后”，年
少成名，并没有让她沾沾自喜，虽然得分不
多，但她却用不断的跑动和精妙助攻，让中国
女篮踏入奥运八强。其实，按照李缘的预测
骨龄，是不符合篮球队选人条件的，可她的启
蒙教练、烟台女篮教练于仁杰偏偏留下了她，
后来证明，这次选人，教练没看错。

“我非常感谢教练。”李缘说，“只要坚持
下去，就会成功。”放眼世界篮坛，不少球员
都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爆发出惊人潜
能，金州勇士队的当家球星库里就是很好的
例子。“所以，我也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刻苦训
练，打铁还需自身硬，曙光可能就在前方。”
李缘说。

他们，用拼搏让世界知道烟台精神

仔细研究完这份烟台健儿奥运名单，从
1992年出生的孙一文到1997年出生的季新
杰，不到30岁的他们是烟台体育，乃至中国
体育的“中坚”力量。女子重剑个人冠军孙一
文和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登上了最高领奖
台，但三年后的巴黎，谁敢说其他人没有登上
领奖台的希望？

李佳伦，男子射箭反曲弓团体前八，个人
第六；女子橄榄球的于丽萍，代表中国队获得
了第七名，同时创造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
最好成绩；冯彬，虽未挤进女子铅球决赛，但
三年后，而立之年的她将继续向奥运奖牌发
起冲击。

还有男子50公里竞走的P卡选手王瑞，
1996年出生的他曾获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
锦赛50公里选拔赛亚军以及2018年国际田
联竞走团体世界锦标赛的第六名。正是这份
拼搏精神，让他能以替补队员的身份入选中
国田径队出征东京奥运会。

他们用拼搏带给世界更多惊喜，更让世界
知道了烟台体育、烟台精神。我们已经开始期
待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希望三年后，烟台健
儿能再创佳绩。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这个赛场，金牌属于每个人
东京奥运会昨天落下帷幕，参加本届奥

运会的11名烟台籍运动员取得了3金1铜的
历史性突破，战绩辉煌。昨天又是第十三个

“全民健身日”，主题口号为“全民健身与奥运
同行”。奥运与全民健身可谓密不可分。

不可否认，奥运会是属于专业运动员的盛
会，但它也是带动和激励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
载体。与奥运同行的全民健身，也必将在奥运
健儿的精神感召下，熠熠生辉，绚丽多彩。

目前，我市的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病毒的肆虐，阻止不了运动的心。科学表明，
强健的体魄是应对疫情的有效途径。在这个
特殊的全民健身日，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
施的同时，时刻不忘健身，因为在这个赛场，
金牌属于我们每个热爱运动的人。

如今的烟台——
健身点6400，体育指导员2.5万

东京奥运会后，陕西全运会即将举行，明
年还有北京冬奥会，盛会氛围掀起了全民健
身运动的热潮。

今年以来，烟台市体育局统筹推进安全
生产、疫情防控和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开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群众体育活动，积极引导广
大群众参加体育活动，全民健身工作蓬勃发
展。

2016年，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台市区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5-2020）》，五年来，
市区体育设施建设投入资金近7亿元，新增
体育场地设施 111处，新增体育设施面积
92.61公顷，市区健身场所达到2390处，基本
形成“15分钟健身圈”。

健身设施不断完善，全市6787个行政村
健身器材覆盖率已达到95%以上；健身活动
丰富多彩，坚持“大型示范、小型多样、特色推
动、主体多元”的原则，举办有规模、有影响的
各类健身比赛、表演、展示活动一百多项次，
参与人数达到十多万人次，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占到人口总数的40%；为了让更多
群众参与其中，烟台健身组织日益健全，全市
有各类体育社团组织400多个，健身活动站
点达到6400多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超过
2.5万人。

如今的烟台——
“一核引领、双翼齐飞、多极支撑”

近年来，市体育局转变工作方式、思路，
把政府推动转变为社会各界力量推动，才让

烟台体育赛事多了起来，让群众有了更多场
地健身。

也正是由于不断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学校等单位广泛举办各类体育比赛，不
断激发赛事活力，引导县市区立足区域资源
优势，结合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医疗康养等，
打造富有特色的区域品牌赛事，才逐步形成
如今烟台的“一区一品”赛事格局。

按照“统筹兼顾、梯度推进、突出特色、集
聚发展”的原则，烟台将不断整合自然、旅游、
文化和体育资源要素，开拓优化发展空间，推
动体育产业集聚发展，形成区域特色与品
牌。结合烟台城市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等要求，总体构建“一核引领、双翼齐飞、
多极支撑”的体育产业发展布局。

针对教体融合大趋势，烟台每年在教育
部门的支持下，县级体校选拔的体育苗子，全
部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目前市级各运动队
在训2100多人，其中30%来自普通中小学，
普通学校输送比例较过去有明显增长，有效
促进了我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系可持续发
展。另外，通过创建体育特色学校（幼儿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更多的体育项目在学
校广泛开展，既丰富了学校体育活动，也为发
现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打下基础。

未来的烟台——
将让更多市民体验体育惠民便利

接下来，烟台市体育局将持续为全市送
上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建设各类全民健身设
施；编制《烟台市区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
（2021-2025）》；结合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老
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利用各类空闲用地、街角
广场等改造建设小型多样的体育场地设施。

全年新建150处健身场地设施和30处
以上篮球场地；加紧建设老三中烟台市全民
健身中心、华星冰上运动综合体二期工程、山
东省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等一批重要体育设
施；完善“云动烟台”体育信息化服务平台；便
于运动人群按照区域、类型、距离找到自己身
边的运动场地并逐渐扩大“一键订场”的健身
场馆数量。同时，提升体育设施器材的二维

码或电话报修实施水平和管理维护能力，让
更多市民体验到体育惠民的便利。

未来的烟台，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要求，科学研
判疫情防控风险和安全风险，开展线上线下
全民健身活动。

“我们组织开展了烟台市第十一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系列赛事、2021年烟台市‘乡村
振兴’百场农村社区运动会、‘奔跑吧！烟台’
系列特色线上跑步活动等线上线下的全民健
身比赛、展示、指导、科普等活动，以及第十八
届烟台国际武术节、青年海洋时尚运动文化
节和‘和谐杯’体育舞蹈大赛等品牌赛事。”市
体育局副局长王迪说。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烟
台体育人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塑造特色竞
争优势，加快推进现代化国际滨海运动名城
建设，推进烟台体育昂首向前。有了全民健
身这个庞大群体的支撑，未来的烟台，将出现
更多的“孙一文”“张常鸿”“刘诗颖”……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新项目给奥林匹克带来什么？
8 日晚，2020 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本

届奥运会，新增了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
棒垒球5个大项，其中，攀岩、滑板和冲浪是
首次登上奥运会舞台，它们给奥林匹克吹来
了一股年轻、潮流与包容新风。

在动感的音乐中，东京湾的海风鼓起“00
后”滑手们的宽大T恤，少年们自由如天空中
的飞鸟。

滑板，属于年轻人的运动——东京奥运
会滑板项目12位奖牌获得者平均年龄不到19
岁。在4位奥运冠军中，年纪最大的堀米雄斗
22岁，最小的西矢花只有13岁。在女子碗池
比赛中收获银牌的日本选手开心那仅有 12
岁，是本届奥运会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

滑板比赛不需要提前报动作顺序和代

码，选手做什么要等到真正做出来时才见分
晓。有些选手玩儿嗨了，会根据对手的动作
临场发挥，被刺激得创作出新动作也说不定。

正如男子碗池银牌获得者巴鲁斯所说，
滑板不仅是一项运动，它代表的是一个团体，
一种生活方式。“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群孩子，
在这里一起书写历史，这就是滑板的魔力。”

滑板诠释了人与城市的关系，而它脱胎
于另一项首登奥运的项目：冲浪。而冲浪，则
是最能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奥运会项目之一。

日本千叶县钓琦海岸冲浪会场并没有带
来碧海蓝天的视觉享受，但冲浪的奥林匹克
首秀依然动人心魄。

夺得奥运会历史上首个冲浪金牌的巴西
选手伊塔洛·费雷拉，出生在一个渔业小城，

小时候在装海鲜的泡沫塑料箱箱盖上完成了
冲浪的启蒙。

冲浪运动很简单，一人一板而已，你要做
到的是如何借助大自然的伟力。

另一个可以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运动是
攀岩。作为户外攀山运动的抽象化呈现，竞
技攀岩给奥林匹克带来了力与美的全新阐
释。18 岁西班牙小将洛佩兹夺得男子全能
冠军，让年轻项目的首个金牌终归年轻人。

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包
容向全世界敞开怀抱，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所说，新的项目让奥运会更加年轻化、更加
贴近城市生活、更加性别平衡。他们带来了新
的观众、新的社区，他们创造了奥林匹克的“新
新人类”。 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水上运动爱好者在天越湾海水浴场玩帆板水上运动爱好者在天越湾海水浴场玩帆板。。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