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乐动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尹成君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

两厅局联合发文力促青少年智力和科技运动

他他们们在在下下一一盘盘很很大大的的棋棋

杨哲世锦赛

夺冠创历史
近日，在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进行的2018年
举重世界锦标赛男子109
公斤级争夺中，我省选手
杨哲以196公斤的平世界
纪录成绩获得抓举冠军，
挺举223公斤获得第四名，
并以419公斤获得总成绩
亚军。这是杨哲第一次在
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冠军，

同时也是继崔文华在1998
年世锦赛摘得男举108公
斤级抓举冠军后，时隔20
年再度在世锦赛男举大级
别项目中获得金牌。同时，
这个成绩刷新了杨哲个人
历史最好成绩，也实现了
山东男子举重的历史性突
破，获得第一枚男子举重
世锦赛金牌。 (宋莹)

短道速滑世界杯

山东获一银一铜
11月9日至11日，国际

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美国
站的比赛在盐湖城举行，
作为2018-2019赛季国际
滑联世界杯赛事的第二
站，中国队共取得1金2银3
铜。我省三名小将于松楠、
李璇、李文龙不但在这样
的高水平赛事中登场亮
相，还凭借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精神滑出了精彩。

其中，于松楠在男子
5000米接力项目中搭档队
友以6分50秒485的成绩收获
银牌，仅仅落后冠军匈牙利
队0 .044秒。于松楠也收获了
自己在世界杯赛事上的首
枚奖牌。另外，我省小将李
璇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以2
分21秒277夺得季军，这也是
她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首
枚国际赛事的奖牌。(郭伟)

国际乒联巡回赛

陈梦加冕女单冠军
近日，2018年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奥地利公开
赛结束女子单打决赛。我
省陈梦与国家队队友王曼
昱会师最终决赛，陈梦和
王曼昱此前在国际乒联巡

回赛里相遇过6次，两人各
赢了3次。前不久的瑞典公
开赛中，陈梦曾淘汰王曼
昱晋级。本站比赛陈梦发
挥出色，直落四局以4比0
横扫后者夺冠。(宫尚文)

国际剑联新赛季

孙一文获铜牌
近日，2018-2019国际

剑联新赛季正式拉开帷
幕。作为新赛季首项重要
赛事之一的女子重剑世界
杯(爱沙尼亚塔林站)的比
赛也于近日战罢。我国女
子重剑项目目前个人世界

排名最高的孙一文一路苦
战，最终夺得了一枚铜牌。
这也是中国击剑队在国际
剑联新赛季取得的首枚奖
牌。我省另一名运动员侯
光娟最终名列第七。

(郭伟)

省体育健身广场舞

决赛以舞会友
“全民健身 舞动海

看”山东省第三届体育健
身广场舞大赛·全省总决赛
日前在山东广播电视台
1200平米演播厅成功举行。

本次大赛由山东省体
育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
合主办，山东网络广播电
视台协办。大赛从全省17
市开展选拔，分为：全民海
选赛(初露锋芒)—海选投
票—城市晋级赛(城市争

霸)—投票复活赛—总决
赛(巅峰对决)五个阶段进
行。最终，临沂市兰山公益
体彩舞蹈队获得擂主奖。
青岛市第六十六中学健美
操队，济南章丘区老年体
协舞蹈队，聊城东医集团
艺术团，淄博市广场舞协
会小梅艺术团，滨州市中
老年枫叶艺术团，临沂市
兰山公益体彩舞蹈队获得
一等奖。 (体讯)

山东省体育记者

足球联队走进胶州
11月17日,山东省体育

记协体育记者足球联队“关
爱留守儿童齐鲁行”公益活
动来到胶州，继续用足球传
递爱心、用公益汇聚能量。
联队成员向铺集镇铺集小
学20名孩子捐赠了足球比

赛服、足球等装备，通过分
组游戏传授给孩子们颠球、
运球等足球基本技术动作，
最后与胶州市城乡建设局
足球队一同为孩子们带来
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友
谊比赛。 (体讯)

本报记者 刘瑞平

棋局：社会力量加入

“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一共才十几个人，协会也只有十
几个人，要负责全省五棋一牌的
管理和服务功能，还有这么多的
教练员和运动员，工作量真的太
大了。”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程静静说。风风火火的程
静静出任省棋牌中心主任还不
到一年，对情况已经有了大致的
了解。

近几年来，随着山东棋牌项
目的不断普及发展，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参与进来，每年一百多项
赛事让省棋牌中心的工作人员
应接不暇。“我们几乎每个周末
都在赛场上，比赛太多了，真的
有点忙不过来。”省棋牌中心副
主任韩磊说。

人手紧张是无法改变的现
实，经费不足更是一个令人头疼
的难题。

省棋牌中心下设6个项目，
这么多的比赛，办赛费用缺口很
大。中心聘用的教练员和工作人
员，人力成本也是一个不小的数
目。另外，还有很多高级别的比
赛，需要的费用更大。

目前，跟智力运动项目有关
的比赛项目包括世界智力运动
会、全国智力运动会等，下届亚
运会，智力运动也是正式比赛项
目，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也有
智力运动项目，山东省的残运
会，象棋也是竞赛项目。“很多项
目开展好的兄弟省市也设立了
省级智运会，我们也在争取举办
全省的智运会，但费用从哪里
来？”程静静说。

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棋牌中
心计划以竞赛为杠杆，让更多的
社会力量加入，引入项目合作伙
伴，尝试多种形式改变现状。

棋盘：教育系统加入

山东是棋牌运动大省，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
五子棋、桥牌都取得过优异的成
绩，侯逸凡、卜祥志等世界冠军
在界内都是大名鼎鼎，围棋、国
际象棋、象棋三支队伍都是各自
职业联赛中的劲旅，获得过不少
冠军。

好局面来之不易，蛋糕只能
越做越大，怎样才能夯实基础，
让青少年这个团体爱上棋牌，从
而发现更多的智运人才？

今年4月，山东省体育局和
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发出《关于做
好全省青少年智力和科技运动
项目普及工作》的通知，要求在
全省范围内做好青少年智力和
科技运动项目普及及推广工作，
并以普及推广智力和科技运动
项目为契机深化学校体育教学
改革。在这个通知中，智力项目
主要包括围棋、象棋、国际象棋、
国际跳棋和桥牌，科技运动项目
则以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车辆
模型、机器人、无人机、无线电测
向、业余无线电、定向越野等为
代表。

两部门联合发文推广智力
项目，这在全国还是首创，而教
育系统的加入，为智力项目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各地的重视，则为项目的推
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淄博为
例，今年7月份，淄博市体育局、
教育局和体育总会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体育和教育部门各司其
职，做好普及推广工作，定期举
办比赛，每年度项目比赛的第一
名代表该市参加山东省比赛，学
生参加省级赛事成绩记入综合
素质档案。

在此基础上，山东省还进一
步规范省级特色学校的评选机
制：每周一至两节智力项目课
程；成立校队，每周训练时间不
少于一次；具备开展教学、培训
的专用场地和相应的比赛器材；
在校学生应获得智力运动项目
的相应成绩荣誉；拥有专职或兼
职教师(教练员)；学校每年均应
参加省级(含)以上比赛等。特色
学校授予期限为四年。

棋谱：代理机构加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庞大的
工程，作为项目推广的主要实施
部门，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任务
很重。

由于历史原因，山东的棋牌
项目在管理方面并没有完全理
顺，有些项目的等级证书代理审
批权限存在缺陷，一定程度上形
成了负面影响，对全省一盘棋的
管理模式带来冲击。

“我们中心和协会主要职责
是服务和管理，管得好、理得顺
非常关键。”程静静说，“为了规
范棋牌项目发展，加大智力运动
项目普及推广，我们必须要加强
层级管理。”

在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
和省体育局的支持下，省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被确定为棋牌项目
的山东省唯一一级代理机构，省
棋牌中心在赛事举办和证书发
放方面的主导地位得以确认。

为了使项目管理更加顺畅，
省棋牌中心依托各市体育总会，
确认了各市的二级代理机构，并
进一步建立了县级的三级代理机
构，通过赛事和裁判员、运动员的
等级证书发放，理顺了层级管理，
调动了相关人员的参与积极性。

二级代理机构的加入，再加
上各地教育部门的推进，各地中
小学棋牌项目的普及推广得到
了保证。

随着智力运动项目人群的
不断扩大，山东智力运动项目的
竞技水平也不断提高，借鉴其他
项目经验，山东把省队建到国家
队，二线队伍在省队，三线梯队
在市队，效果非常明显。2018年
截止到目前，山东运动员已经获
得6个亚洲以上级冠军，其中包
括卜祥志获得男子国际象棋奥
林匹克团体赛冠军，黄仁杰和宁
凯玉获得国际象棋世界少年锦
标赛冠军，王艺晓和陈邵马可获
得亚洲国际跳棋锦标赛冠军，刘
洋获得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
冠军，另外，在围棋、象棋、国际
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和桥牌
比赛中，山东选手共获得10个全
国冠军，获奖项目囊括所有智力
运动项目，显示了山东后备人才
的整体实力。

智力运动这盘棋，正下得越
来越大。

体育大看台

日前，山东省体育
局和山东省教育厅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全省青
少年智力和科技运动项
目普及工作的通知》，全
力推动智力运动和科技
运动项目在我省的普
及，加快我省青少年智
力和科技运动人才培
养，提高青少年智力和
科技运动项目竞技水
平。11月19日，山东省青
少年智力运动项目普及
工作座谈会将在济南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体
育和教育部门相关负责
人，将就智力运动项目
普及的方式和路径展开
深入探讨。推进以棋牌
为代表的智力运动项
目，更多的力量一起助
力，这是一盘很大的棋。

随着山东棋牌项目的发展，将培养出更多的像卜祥志这样的智力运动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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