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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太极拳业务骨干展示向基层推进

全全民民健健身身加加传传承承文文化化，，都都不不落落下下

世界柔道大奖赛
杨俊霞夺年度首冠

本报讯 近日，2018年世界柔道大奖
赛(荷兰站)落下帷幕，山东女子柔道-63
公斤级选手杨俊霞力克诸国好手夺得金
牌，并获得700奥运积分，这是中国柔道
今年国际赛事第一冠，同时也是中国柔
道协会实体化改革建立国家队以来，中
国柔道队第一次在由世界柔道联合会主
办的赛事中取得金牌。据悉，这是杨俊霞
经历了膝伤手术一年后再次站上世界大
赛最高领奖台，对于这位29岁的滨州籍
姑娘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来
自我省的另外两名参赛选手也在本次荷
兰站比赛中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其中，李
亚男获得女子-48公斤级的第五名，马振
昭获得女子-78公斤级第五名。 (宋莹)

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我省小将表现出色

本报讯 2018-2019赛季中国杯短道
速滑精英联赛第二站日前在哈尔滨收
兵，我省选手安凯表现出色，力夺男子
1500米和男子1000米两项冠军和一项季
军，我省另外两名选手李文龙和于松楠
分获一银一铜。此外，在本站所设的3个
接力项目中，我省选手均站上了领奖台。
在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我省选手与八
一队选手、河北选手组成的联队，战胜了
短道速滑强省吉林和黑龙江夺得冠军。
在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我省选手所在
的队伍仅以0 . 02秒之差惜败于吉林队屈
居亚军。在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决赛中，
我省选手获得一枚铜牌。 (贵敏 尚亚)

山东省健身气功
2018赛事收官

本报讯 11月20日，在牡丹之都菏
泽，2018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
展示系列活动山东省分会场闭幕式暨山
东省健身气功锦标赛落下帷幕。自今年4
月18日，2018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
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山东省分会场启动以
来，吸引了国内和省内的广大健身气功
爱好者，交流展示，以“功”会友。百城千
村活动覆盖齐鲁大地，实现了省、市、县、
乡、村五级联动，各县市区分别结合自身
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健身气功活动，
满足了群众的健身需求。 (李明卿)

山东省国家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 11月22日，2018年山东省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山东体
育学院日照校区篮球馆举行开班仪式，
来自山东省17个市的320名学员参加本
次开班仪式。

山东体育学院是山东省唯一的国家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截至2017年
底，基地共举办了8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班，共培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1700余人，为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历届培训
工作中，基地所精心准备的课程与严谨细
致的培训服务得到各级体育局的高度赞
扬和肯定。今年的培训工作，基地工作人
员认真总结往年经验，结合山东省实际情
况，结合体育总局颁发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大纲》的要求，精心设计培训课程。
本次培训紧贴全民健身活动要求，紧贴国
家体育总局提出的培训课程突出运动与
营养和组织管理两大主题，希望能为广大
学员提供开展健身指导与健康管理所需
的理论和实践技术。 (体讯)

本报记者 李志刚

老体协主动作为

太极拳是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中华武术精
髓，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深
受老年人喜爱的健身项目。

《全民健身计划 ( 2 0 1 6 -
2030)》专门提出要予以扶
持推广。广泛开展普及老年
人太极拳活动，对于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的需要，助力积极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和独特作用。老体协作
为向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
服务的社会团体、党和政府
联系广大老年人的桥梁和
纽带、实现老年人公共体育
服务职能的得力助手，肩负
着组织和引导老年人科学
健身的使命和任务。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副主席、山东省老年人体育
协会主席曹学成多次强调，
普及老年人太极拳是德政
工程，是养老工程，更是民心
工程，是全省老体协讲政治、
顾大局，送健康、送幸福，树
尊严、树形象的具体体现。

明确目标 真抓实干

据了解，自2016年起，
山东省体育局、省老龄办、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八部
门联合组织开展了全省老
年人太极拳普及推广活动。
为了切实把普及太极拳普
及 到 城 市 社 区 、农 村 村
(居)，整个普及工作分成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
段)：2016年至2018年，重点
是培养建设一支由30万名
初级教练员和辅导员组成
的老年太极骨干队伍，引导
100万老年人习练太极拳，
力争50%以上的村(居)达
到有2至3名教练员或辅导
员，有1支10人左右的太极
队伍。第二阶段(健康发展
阶段)：到2020年，力争75%
以上的村(居)达到有1支十
多人以上的业务骨干队伍，
有30%以上老年人开始习
练太极拳。第三阶段(决胜
攻坚阶段)：到2030年，力争
90%以上的村(居)有1支10
多人的业务骨干队伍，达到
50%以上的老年人习练太
极拳，习练太极拳老年人口
突破1千万。今年是第一阶

段的验收年，我省采取业务
骨干大展示的办法检验效
果。截至目前，全省17市市
级主会场展示已全部完成，
参与人数达35597人，118个
县级主会场的展示参与人
数达178022人，县级以下分
会场展示接踵而至，年底前
参与展示的中老年人有望
突破40万人。

措施到位 推进有力

盛志国对我省普及老
年人太极拳工作给予了高
度肯定。他表示，山东对太
极拳的推动规划明确、步骤
实际、动员广泛、措施到位、
推进有力，为下一步工作的
开展奠定了基础，为山东群
众体育和老年体育事业增
添了光彩。

曹学成在讲话中强调，
目前全省百万老年人打太
极业务骨干大展示第一阶
段验收工作将近结束，从总
体上来看，基本实现了30万
业务骨干大展示的目标。接
下来要进一步加大推广力
度和普及程度，认真发动组
织好乡镇、村(居)的业务骨
干展示活动，将工作重心由

偏重各市、县主会场转移到
集中精力抓好培训和县以
下业务骨干展示活动的发
动组织，并在工作中加强督
促检查，提高认识，突出重
点，强化措施，认真筹备，严
密组织，加强舆论宣传，同时
认真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

乔云萍表示，在全省开
展普及老年人太极拳活动，
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会议精神，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坚持文化自信的有力
举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具体行动，更是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的重大突破，对促
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
化，推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的实施起到了
积极推动作用，省体育局党
组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这项
活动的开展。她指出，要继
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
举措，让更多的老年人共享
体育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老
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满
足感，为建设体育强省、健
康山东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
观摩了百万老年人打太极
业务骨干展示庆云县主会
场和3个分会场活动。

世世界界冠冠军军进进社社区区
GGTT健健身身传传球球技技

11月25日下午，齐鲁交
通乒乓球俱乐部主教练周
树森及运动员一行，走进济
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全运
村社区，与社区内的乒乓球
爱好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在24日举行的2018-
2019赛季中国乒乓球超级
联赛中，朱雨玲带病请战，
最终率领齐鲁交通3：1力克
黑龙江中州电缆永刚俱乐
部。

25日下午，经过短暂的
休息调整后，主教练与球员
来到全运村社区GT健身会
馆，与社区内的乒乓球爱好
者及GT健身会馆的乒乓球
小学员们进行了亲密的互
动。

济南市历下区体育局、
历下区龙洞街道办事处、齐
鲁交通等领导出席本次活
动，山东基体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玉升致辞并

开启了本次活动。最先开始
的是齐鲁交通乒乓球俱乐
部的球员们球技技巧展示，
这些球员不愧是沙场老将，
在场的球迷们都已经看呆
了。接下来便是互动比赛交
流了，社区乒乓球爱好者与
齐鲁交通乒乓球俱乐部的
球员们展开了趣味对抗。虽
然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
当真正的比赛开始，场上气
氛一下变得激烈起来。除此
之外，齐鲁交通乒乓球俱乐
部的教练周树森、球员以及
世界冠军朱雨玲还手把手
教授GT健身的小球迷们发
球技巧。

到了最后的环节，齐鲁
交通乒乓球俱乐部的球员
们向小球迷们抛出了“幸运
球”，接到“幸运球”的小球
迷便可以得到由齐鲁交通
乒乓球俱乐部的球员们亲
笔签名的球拍。 (振达) 朱雨玲指导小球员训练。

太极拳在基层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

11月19日，山东省百
万老年人打太极业务骨
干展示工作调度会在德
州庆云召开，会议总结阶
段性工作成果，并对下一
步着力推动县级主会场
和县级以下分会场业务
骨干展示作了部署。中国
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
主席盛志国，中国老年人
体育协会副主席、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席曹学成，
省体育局副局长乔云萍
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中
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副秘
书长李有林、省政府办公
厅二级巡视员张连三，以
及省体育局、省体育总会
和省、市、大企业，省烟
草，省直机关老年人体育
协会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体育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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