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口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力促“冬奥惠民”发展全民体育

2018年“秦马”将于
5月13日开跑

各地群众体育亮点撷英③

以健康为导向，以增强人民体质、提
高群众全面健康水平为目标，近年来，省
体育局和张家口市贯彻落实《河北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围绕群
众“六个身边”工程，积极推进“冬奥惠民”
工程，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切
实增强群众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实施“冬奥惠民”工程，大力增
加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

5月7日，在张家口市桥东区水泉沟，
建设中的龙泉体育公园正在进行场地平
整工作。作为张家口市推进“冬奥惠民”
工程的一项重点工作，这个总投资 963 万
元、占地约 3 万平方米的公园，将配备 15
项体育活动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完工，
2019年免费开放。

“每次路过这里，看到工程一点点地
推进，感觉体育公园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听说我们小区还要修步道，建球场，打造
奥林匹克体育生活化社区，以后我们运动
健身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住在张家口市
东方苑小区的田大姐兴奋地说。

去年以来，在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
下，张家口市实施了“冬奥惠民”工程，以
主城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为主，积极稳妥
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体系建设。

以满足群众多层次、多种类、全方位
的体育健身需求为目标，该市大力推进奥
林匹克体育生活化示范社区建设。在主
城区选择了 5 个人群覆盖面广、有建设意
向的小区作为奥林匹克体育生活化社区
建设示范点，由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专家进
行专项设计，突出奥运文化内涵，增设儿
童沙滩、蹴球场、毽球场、半场篮球、健身
驿站、健康服务箱、健身步道等项目。

以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建设为目
标，该市对主城区 84 个社区实施社区体
育健身工程全覆盖。到 2018年底在相关
社区配建室外健身器材 1547 件，室外乒
乓球台 117 套，室外羽毛球场 15 块，室外
篮球场 7 块，室外休闲椅 350 把。同时，
着力实施“两园一场”（即龙泉体育公园、
滨河足球公园和市民广场）健身设施建
设，完成了张家口市主城区 10 所学校的
体育场地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

据介绍，为不断加大群众身边健身场
地设施供给力度，该市正着手编制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规划，拟以清水河沿岸、

八角台、西太平山、大境门为试点，配合城
市慢行系统建设，增建户外健身步道；以
共建共赢的方式，在主城区选址，配建室
内健身器材和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设
施，增设社区健身中心。

打造“全季·全体育”品牌，常态
化开展多种全民健身活动

5 月，“助力冬奥 推动全民健身”健
美操、啦啦操进校园活动热烈开展；

6 月，“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
第32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即将火热启帷；

7 月，将举行“冬奥有我 活力张垣”
广场舞大赛⋯⋯

为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活动水平，带
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锻炼，打造全民健
身、全体育项目、全年无休的城市体育形
象，去年以来，张家口市积极打造“全季·
全体育”群众性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常态
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

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
一，该市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冰雪
赛事活动，大力推动冰雪运动普及。连续
组织开展了四届冰上嘉年华和两届雪上
嘉年华等雪季系列活动，选择趣味性、参
与性强的 18 个群众喜好的冰雪项目开展
比赛，开展冰雪好少年及家庭冰雪趣味体
验活动，参与人数上万人；举办了 4 届河
北省青少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和 2 届全
国亿万青少年上冰雪（河北站）活动；组织
全国冬令营及全市中小学生冬令营活动
52期。

该市以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的冰雪活动组织方式，调动并
充分发挥各大滑雪场承办各类群众性趣
味活动、自行主办赛事活动的积极性。
2017—2018 雪季，该市共组织各类冰雪
活动 33 项、京津冀区域间冰雪赛事活动
10 项、残疾人冰雪活动 6 项，实现了周周
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粗略统计带动 40 万
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一枝独秀不是春。该市还汇总全市
全民健身活动项目，实行资源整合，以主
办、承办、协办、支持、指导等不同的形式，
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全民健身活
动。对特色鲜明、组织规范、群众参与度
较高、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的健身活
动进行重点扶持，以提升全民健身活动的
特色性、科学性、系统性。

组织举办三对三篮球赛、彩色周末体
育项目表演，举行炫跑及“泥巴大赛”、中
老年人健步走活动；时隔 25 年，重新启动
全市运动会⋯⋯去年，该市纳入“全季·全
体育”品牌的活动项目达 180 项次以上，
大大调动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据介绍，今年，该市纳入“全季·全体
育”品牌的活动项目可达216项次。

推动体医融合发展，为群众科
学健身提供更多指导和服务

“可以进行肺活量、纵跳、仰卧起坐等
11 项指标检测，还可进行身体成分分析、
骨质密度分析等测试，并量身定制个人锻
炼计划及科学运动指导报告⋯⋯”设在张

家口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的健康促进服
务中心还未投入使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
的关注。

为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去年以来，张家口市积极推进健康
促进服务中心站点建设，探索为群众科
学健身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的途
径。该市确定了首批 6 个国民体质监测
站点及 5 个健康促进服务中心站点，为
群众进行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定，提
供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等服务。目
前，该市体育局与卫生计生委已共同下
发了实施方案，同 11 个站点的合作协议
也已签署。

此外，该市“全季·全体育”智慧
平台今年正式开通运行。通过平台建
设，该市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科技手段运用到全民健身管理、场地设
施建设、人员培训、科学健身指导和百
姓健身评估、激励等工作中，建设全民
健身管理资源库和服务资源库，打造信
息交互平台、科学健身指导平台，实现
一网一端一号，让百姓感受到科技为健
身带来的便利。

为给群众科学健身提供更多指导，该
市在已有的 24 个市级体育社团的基础
上，目前正积极筹备成立空竹、轮滑、健美
操、象棋协会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争
取年底全部成立。突出县区冬季项目运
动协会组建工作，2018 年争取 50%的县
区成立冰雪运动协会，切实增强各类健身
人群的归属感。 (杨明静)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进入初夏，气血运
行相应地旺盛起来，人们运动健身的意愿也悄然滋
长。那么，初夏锻炼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初夏应以增强心肺功能的锻炼为主，如步行、爬
山、跳绳、放风筝、慢跑、郊游、打太极拳等。其中步
行简单易行，可作为首选，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对强
化腿部肌肉力量和增强心肺功能有很好的作用。

初夏运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这
样可以避免强烈紫外线对皮肤和身体造成的损害。
应尽量避免上午10时后到下午4时前进行户外运
动。

由于人体能量的消耗在夏季会有所增加，因此
运动的强度不宜太大。建议将每次锻炼的时间控制
在一个小时内；若需锻炼更长时间，可以在锻炼半个
小时后休息5—10分钟再继续锻炼。同时，要注意
及时补充水分和营养。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
到阴凉通风处坐下，呼吸新鲜空气，同时喝些凉白开
或淡盐水，在前额或腋下等处进行冷敷。

运动后，不要立即喝冷饮，以防血管突然收缩造
成胃肠不适；也不宜饮用过多的水，以避免给胃肠和
心脏带来负担。要及时更换汗湿的衣物，以免诱发
感冒、风湿或者关节炎等。不要马上洗冷水澡，以免
造成体温调节功能失调，导致热伤风。

5 月 13 日是母亲节。由中国田径协会、省体育
局、秦皇岛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年秦皇岛国际马
拉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将于当天上午8时在秦
皇岛市奥体中心鸣枪开跑。比赛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迷你马拉松（5 公里）两个项目。比
赛期间将安排民俗展演、旅游项目展览等，体现城市
风貌和城市特色文化。组委会还为参赛的母亲们精
心准备了小惊喜。 （杨明静）

近日，从“走家乡”品牌宣传推广暨5·19全国徒
步大会新闻发布会获悉，作为繁荣“彩色周末”推进
唐山旅游文化发展和全民健身的一部分，唐山市 5
月19日将在南湖举办全国徒步大会。届时，来自全
国各地的 5000 名徒步爱好者将在风景如画的南湖
徒步，在健走的同时，感受南湖周边的发展变化。

（杨明静）

唐山南湖将迎
全国徒步大会

爱运动

初夏锻炼注意事项

图为去年 6
月 19 日张家口
市 举 办 的 第 31
届奥林匹克日活
动 。 今 年 6 月
23 日，该市将举
办第 32 届奥林
匹克日活动。

张家口市体
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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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雪季刚刚“翻篇儿”，盘点这个雪季，我省冰雪旅
游交出了怎样一份成绩单——

“白金产业”期待更好掘金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我省名将巩立姣
志在卫冕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2018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
站比赛将于 5 月 12 日在上海体育场举行，确定参赛的我
省铅球名将巩立姣表示，此次比赛她志在卫冕。

“今年的目标当然是卫冕，然后一站站赢下去，再夺
钻石大奖。”5月10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巩立姣表
示，尽管与去年相比，今年上海站比赛竞争更为激烈，她
还是决心第四次拿下该比赛冠军。

巩立姣本赛季表现出不俗状态，4月12日的全国田径
大奖赛首站比赛是她本赛季首次亮相室外赛场，结果就投
出 19.51 米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不过钻石联赛上海站
比赛中，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匈牙利的马尔顿、美国的桑德
斯、牙买加的多德等名将都将是巩立姣强有力的对手。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从省体育局获悉，两场全国自
行车联赛分站赛即将在我省秦皇岛、唐山分别举行。

5月12日至5月13日，“普兰亚杯”2018年中国山地
自行车联赛（第六站）将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举行。这是
2018 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的最后一站，设置越野赛、
个人计时赛、团体接力赛 3 个项目，将有来自国内 10 支
代表队的近百名选手参赛。5 月 15 日至 18 日，2018“金
马钢铁杯”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第一站）将在唐山举行，
设个人计时赛、城市绕圈赛、男子公路大组和女子公路大
组 4 个项目，将有来自 23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
门的近300名选手参赛。

本报讯（记者曹铮）日前，省文联与河北大学签署合
作协议，双方拟共同编纂《四库全书丛编》。

据悉，由省文联立项的《四库全书丛编》项目是对《四
库全书》的重订重修，其校勘、整理、出版经费额度达
2000万元。根据双方协议，《四库全书丛编》编纂委员会
将提供充足经费支持，由河北大学负责《四库全书丛编》
的整理、勘误、校注、出版工作，首期目标是完成《四库全
书》河北人著述部分的整理出版工作。

《四库全书》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
集成之作，还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文献宝
藏。《四库全书丛编》项目是《四库全书》问世 200 余年来
首次对其成果的开发利用，也是新时代学术文化建设的
一项标志性工程。

□记者 王伟宏 陈 华

张家口市崇礼区政府不久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在为期100多天的第十七届中国·
崇礼国际滑雪节期间，该区共接待游客
274.1万人次，同比增长6%；实现旅游直接
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春节假
期游客总量为30余万人次，万龙滑雪场单
日接待游客量最高达到2.8万人次。

张家口的雪，承德的冰。承德市旅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2017冰雪季期间，
该市旅游接待总量达 684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71亿元。尽管2017-2018冰雪季游
客量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据预测有望实
现较大幅度增长。

此外，保定市2017-2018雪季接待游
客总量接近 70 万人次，增幅明显。石家庄
的西部长青滑雪场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接
待游客总量约8万人次，同比增加逾50%。

自己与自己比，形势喜人。若与冰雪
旅游大省相比，我省还有一定差距。放眼
全国，被誉为“白金产业”的冰雪旅游俨然
已成为新的“风口”。“河北省冰雪旅游开
发较晚，与东北地区存在差距很正常，但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2022 年冬奥会筹办，
给河北冰雪旅游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机
不可失。”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副
处长赵颖说，河北省拥有优质的冰雪旅游
资源，且背靠京津冀这一巨大的旅游客源
发生地，应乘势而上，进一步做大做强。

丰富产品和业态，形成冰雪
旅游多元发展格局

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都谈到，冰雪旅
游产品单一、产业结构不完善，是我省冰
雪旅游亟待突破的瓶颈。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
游发展报告（2017）》显示，冰雪观光游客
在所有冰雪旅游游客中所占比例高达
72.4%。而我省冰雪旅游产品以室外滑雪
为主，滑雪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文化底
蕴的结合不够。

“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其实是把壮美
的冰天雪地自然资源、滑雪滑冰等冰雪运
动资源、雪雕冰雕等创意文化资源以及雪
乡生活、冬季捕鱼等民俗资源结合在一起

开发的。而以崇礼为代表的河北冰雪旅游
重点聚焦在滑雪运动资源。”黑龙江省冰
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海认为，河北省的
冰雪旅游资源开发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文
章可做。比如，崇礼除了滑雪其实还可以
打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牌，张承坝上地区
也可以在冰雪观光游上多动些脑筋。

而仅就滑雪旅游而言，我省各大滑雪
场也存在同质化竞争、配套服务欠佳等问
题。世界知名的滑雪装备租赁商 INTER-
SPORT 的亚太区总裁罗宾表示，不应该
只针对滑雪爱好者进行旅游开发，还应注
意到陪伴滑雪爱好者的家庭成员，在餐
饮、娱乐、观光等方面做足文章，“让可能
不会滑雪的他们不会感到无事可做”。

此外，我省冰雪旅游产品明显“雪强
冰弱”。一些专家认为，相比于雪，与冰有
关的旅游产品受资源的局限性更小，可塑
性、观赏性更强。如冰雕、冰灯是札幌冰
雪节的重要内容，其创意全部来自于札幌
乃至日本的知名文化产品；哈尔滨冰雕节
也已经成为黑龙江冰雪旅游的招牌活动之
一。河北省冬季不乏冰旅游资源，承德结
合其知名的皇家文化着力开发以冰为主的
冰雪旅游，保定白石山景区连续举办了两
届全国最大的室内冰雕展，应进一步加大
开发力度。

而无论是雪资源还是冰资源的开发，
都需要强化经济、生态和文化、体育、旅游
相结合的综合开发理念。河北体育学院体
育产业教研室讲师庞善东建议，组织相关
领域的专家，对我省冰雪旅游进行“会
诊”，吸取外省经验，研究制定冰雪旅游专
项规划，引导有关地方和企业错位发展、
多元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开发建设和同
质竞争。

有专家指出，冰雪小镇是目前冰雪旅
游综合开发的流行业态，张家口、保定、石
家庄的一些冰雪旅游景区虽然打出了冰
雪小镇的招牌，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冰雪
小镇还有很大距离。他们建议，我省进一
步加大冰雪小镇的建设力度。

强化营销和服务，打造知名
冰雪旅游品牌

4 月 10 日，崇礼区城市品牌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雪国崇礼 户外天堂”成
为崇礼城市品牌的中文广告语。紧紧抓
住北京冬奥会机遇，崇礼正在向打造知
名滑雪旅游胜地的目标迈进。

然而除崇礼之外，我省仍缺少更多
叫得响的冰雪旅游品牌。“旅游经济其实
就是注意力经济。没有知名品牌，或者
虽有品牌但知名度、美誉度不高，对游
客的吸引力和在市场的竞争力就不强。”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
雪莉说。

《河 北 省 冰 雪 活 动 蓝 皮 书（2016—
2017）》显示，2016—2017 雪季，省内滑
雪场接待的滑雪者主要来自省内及京、
津、豫、晋、鲁等周边省市，其中超过七成
的滑雪者来自省内。相比之下，黑龙江、
吉林两省冰雪旅游的游客则大多来自省
外，其中以南方游客居多。王雪莉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冰雪旅游的

“巷子深”。
那么，如何才能做靓我省冰雪旅游

品牌呢？举办大型赛事和活动无疑是重

要的手段。《黑龙江省冰雪旅游专项规划
(2017-2025)》 提出，将继续办好哈尔滨
国际冰雪节，设计冰雪啤酒节、冰雪音
乐节、冰雪艺术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
打造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引领的冰雪城市
节事体系。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是营销的
成果。由黑龙江省旅发委担任理事长单
位的中国冰雪旅游推广联盟，曾先后赴
迪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推介黑龙
江“冰雪之冠”品牌。该省还加大了新
媒体营销、VR 和 AR 技术营销、大型旅
游企业合作营销等营销力度。有专家建
议，河北应学习借鉴先进省份的经验，
加大营销力度，创新营销方式，培育壮
大冰雪旅游产业。

营 销 再 好 最 终 也 要 靠 服 务 赢 得 口
碑。王雪莉认为，河北省的滑雪场有的
交通不便，有的在雪具提供、餐饮等细
节方面做得不够，给游客带来的体验不
很理想，所以应在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
多下些功夫，“游客体验好了，自然还愿
意再来，并会向其他人推荐。”

两场全国自行车比赛
将在我省举办

省文联与河北大学共同
编纂《四库全书丛编》

3月2日，游客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滑雪场体验滑雪运动之乐。张家口市崇礼区
春节期间共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2亿元。（本报资料片） 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