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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群众体育工作在不断改革创新中，取得

了突出的工作成效，涌现出丰富的亮点经验，展现出鲜明的

安徽特色。那么，进入新时代，我省群众体育工作发展思路

是什么？记者采访了省体育局副局长陈海军。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些年我省群众体育主要情况？

陈海军：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正确领导

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

《安徽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全民健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就，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成。总的来说，这么

一些数据可以概括。

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逐年増加，我省“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32.3%。

2.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不断增强，国民体质总体合格率

达到91.4%。

3.体育组织、队伍不断扩大和加强。目前，全省共有

法人体育社团 2088 个，其中：省级体育社团 79 个，市、县

（市、区）共有法人体育社团 2009 个，全省会员总数达

156.92万人。

4.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增展。截至 2017

年，全省共建成 15539 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省行政

村农体工程实现全覆盖）、89 个国家级乡镇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879 个乡（镇）级全民健身广场、131 个县（区）

级全民健身广场、40 个“雪炭工程”、12 个国家级全民

健身中心。

5.群众性的健身活动蓬勃发展。每年“8·8”全民健身

日，全省县及以上地区 100%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在节

假日及时间节点，各级各地展示了以“红红火火过大年”等

为代表的全民健身活动，全省节假日全民健身活动覆盖率

达95%。全省每年县及以上地区性单项(人群)全民健身竞

赛活动 20 次以上达 80%。全省定期举办县及以上地区全

民健身运动会达 61%，定期举办街道(乡镇)全民健身运动

会达69%。

记者：那么，下一步我省群众体育工作发展思路是

什么？

陈海军：今后，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发展

理念，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加快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积极兴办群众性体育赛

事，大力发展群众性体育组织，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设，为全面提升五大发展美好

安徽建设现代化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要主动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发展群众

体育事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

部分，融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二是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发展群众体育事业。要

坚持统筹城乡群众体育的发展。要统筹区域群众体育的发

展。要统筹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实现协调和全

面发展。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群众体育事业。要把人

民群众的体质和健康、人民的体育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四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全民健身大格局。

五是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大

科学健身指导力度，普及健身知识，提高群众的科学健身意

识、素养和能力水平。

六是强化法制思维，推进依法治体。依法治体是实现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根本保证。

七是抓好“六边”工程，努力把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到

实处。“六边”工程是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组织、建设群

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活动、支

持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赛事、加强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指导、弘扬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文化。

记者：我省实施“六边工程”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陈海军：《安徽省全民健身抓普及行动计划》的“六大

工程”就是我省实施“六边工程”的具体举措。

（一）实施体育健身组织的培育工程。到2020年，省、

市、县体育总会全覆盖，建立以体育总会为枢纽、以各级各

类单项协会、体育俱乐部、体育兴趣团体和健身站点为平台

的体育健身组织网络。

（二）实施体育健身设施的达标工程。着力解决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不足的问题，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全民健身

公共设施，构建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

区）五级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推

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三）实施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工程。鼓励开发适合不

同人群、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打造具

有区域特色、行业特点、影响力大、可持续性强的品牌活动，形

成“一市（行业）多品、一县一品”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格局。

（四）实施体育健身赛事的引领工程。举办好全民健

身运动会、健身休闲大会、智力运动会等一系列赛事活动，

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五）实施体育健身指导的提升工程。省、市、县（市、

区）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站）建设全覆盖。

（六）实施体育健身文化的融入工程。引导人民群众

积极树立“我的健康我做主”、“运动使生活更美好”、“运动

是良医”的新理念。

8 月 8 日上午，安徽省暨合肥市、瑶海区庆祝第 10 个

“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瑶海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主

办，合肥市体育局、瑶海区人民政府承办，体彩合肥分中心、

瑶海区教体局等单位承办。安徽省体育局局长高维岭、合

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正杰出席活动，来自合肥市的近

2000名健身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活动以“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为主题，来自瑶海

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经开区和新站高新区

的展演队伍，分别展示了太极拳、健身操舞、柔力球、健身

球、空竹、跆拳道、足球等具有本地特色的全民健身品牌活

动。此外，由瑶海区负责组织 300 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开展

了合肥市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现场集体展演

易筋经和大舞两套功法。仪式上，还对获得2018年200个

市级示范晨晚练点和优秀健身气功站点代表进行了表彰并

颁发了奖品。

活动当天，安徽省、合肥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在现场

为群众免费提供体质测试服务，发放健康知识手册，接受

群众健身咨询，进行科学健身指导。同时，省、市级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活动现场开展空竹、健身气功、太极

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活动现场教学。在主会场

周边还设立了体育彩票体验区和全民健身嘉年华区，加

强体育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性宣传，开展纸

飞机、飞镖竞技、儿童弓箭射击、投篮投准等趣味嘉年华

活动。

当天还举办了合肥市瑶海全民健身中心启用仪式，高

维岭、方正杰共同为健身中心揭牌。

淮北市
8 月 8 日晚，淮北市庆祝第十个“全民健身日”系列活

动，在该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并展开2018全民广场舞大赛

总决赛暨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体部广场舞项目选拔赛。

目前，淮北市一县三区均已分别开展了庆祝第十个“全

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其中，濉溪县 8 月 7 日在县体育场举

行，群众健身展示方队近200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分别进行

了舞龙、太极拳和广场舞等项目展示。相山区活动现场展示

了凤阳花鼓、组合太极剑、瑜伽、戏曲广播操、韵律操等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项目。

亳州市
8 月 8 日，亳州市第一届太极拳比赛正式开赛，拉开了

该市全民健身日的帷幕。首届太极拳比赛共有来自全市的

12 支代表队、120 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团体赛和个人

赛。无论是哪个项目的比赛，该市太极拳参赛者均以娴熟的

拳法全心演绎，为观众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太极盛宴。

除了太极拳比赛，当天该市还先后组织开展了第二届

全民健身游泳比赛、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和健身气功站点联

赛，其中 300 多人参加了游泳比赛，体育舞蹈公开赛的参赛

人次更是达到 2100 多人，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使今年的全

民健身日热闹非凡。

宿州市
8月8日，宿州市在三角洲公园南广场组织开展了以“科

学健身 引领健康”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该市全民健身工

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举行了大型的

群众体育展示表演，主要有健身走、健身气功（八段锦）、广场

健身舞、柔力球、太极拳、武术等项目，同时义务为市民进行了

国民体质免费监测，参加活动的人员近2000人。本次活动对

于营造全民健身的气氛，全方位宣传“全民健身日”活动，扩大

“全民健身日”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蚌埠市
8月8日，蚌埠市科学文化宫广场热闹非凡，群众体育展示

活动丰富多彩：有太极拳（二十四式、八段锦）、太极剑、广场舞、

大舞、功夫扇、柔力球及传统武术表演等。活动现场周围还布

置了大量的有关全民健身活动、养身知识及省运会的宣传展

板，吸引了大量的群众驻足观摩、更有一些武术好爱者纷纷上

台展示个人独门拳法兵器，下台后又相互交流切磋。还有一些

身披授带的“爱心公益人士”发放传单，热心解答 群众关心的健

身问题。同时，蚌埠市各县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

阜阳市
8 月 8 日，2018 年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暨第 10 个

“全民健身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阜阳市岳家湖公园

拉开帷幕。活动开始，首先由空竹协会、太极拳协会、健身气

功协会选派节目进行了健身项目展演，受到台下观众的热烈

欢迎。开幕式结束后，来自全市卫生系统的300余名健身爱

好者参与到徒步岳家湖活动中。该市2018年“全民健身日”

系列活动将注重大型活动与小型活动相结合,因地制宜开展

群众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健身活动。

淮南市

8 月 8 日，淮南市体育场内人声鼎沸、锣鼓喧天，腰鼓、

健身操、跆拳道等各种群众健身成果展示一波接着一波。上

午8：00，淮南市“8·8”全民健身日大型长跑展演活动在场内

启动，现场 600 余名长跑爱好者随着一声令下开始绕场齐

跑，将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

由淮南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的淮南市“8·8”全民

健身日大型长跑展演活动是当天该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

主会场活动，与此同时，各区县也举办了其他形式多样的全

民健身分会场活动。通过举办本次活动进一步落实有关战

略、政策，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全民健身热潮。

滁州市

8 月 8 日，2018 年滁州市庆祝全国第 10 个全民健身日

暨全民健身系列展演活动在该市体育馆隆重举行。广场舞、

街舞、太极拳、柔力球、抖空竹……活动中，来自滁州市单项

协会及滁州市各晨晚练点的男女老少健身爱好者们轮番登

台，尽情展示滁州全民健身的新风采。

今年的8月4日至12日为“全民健身日”活动时间。滁

州市各县（市、区）将结合实际，开展一系列丰富精彩的体育

健身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该市还将陆续开展健身走、“美

丽乡村”农民篮球赛、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活动。

六安市
8月8日，六安市纪念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在北塔公园举行。开幕式上来自 5 个单项体育协会的 200

多名健身爱好者展演了健身气功、健身秧歌和广场舞等广大

市民喜闻乐见的健身节目，现场还进行了健身知识宣传，受

到广大市民的好评。

此外，该市所属各县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健身活

动。金安区举行了“金安区第四届体育大会”开幕式，舒城县

举办了自行车骑行和跑步活动，霍邱县举办了霍邱县球迷篮

球联赛。

马鞍山市
8月8日，马鞍山市庆祝第10个全民健身日大型庆祝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带来了广场舞、少儿体育舞蹈、健

身气功、跆拳道、篮球操、摔跤等项目的展示表演。该市足球

协会、篮球协会还组织了千人定点足球大战和千人定点投篮

球大赛，给全市人民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日。 全市

各级单项体育协会、体育社会组织、部分健身会所、体育场馆

从8月4日开始免费为广大市民带来足球、篮球、健身、门球、

游泳、徒步、田径、跆拳道、健身气功等体育项目的免费指导，

市区内符合条件的体育场馆也将免费对市民进行开放。

芜湖市
8月8日，芜湖市庆祝“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太极及健身

气功大型展示活动在该市奥体五环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全

市武术协会和健身气功协会的 1000 多人的集体 24 式太极

拳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伴随着轻盈太极音乐，队员们的一

举一动表演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眼球。武术协会编排武术综

合节目《功夫扇》把节目推上了高潮。武当少林，南拳北腿。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表演的老师们将在他们的一招一式、

举手投足之中展示中华武术太极功夫扇的飘逸潇洒和阳刚

威仪。最后表演的是1000多人的健身气功八段锦。

宣城市
8月8日，宣城市庆祝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大型展演活

动在市该体育馆隆重上演。现场，千余名健身爱好者参加了

“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向民众展示了太极功夫扇、健身气

功、柔力球、健身球以及拉丁舞等健身运动项目，充分展示了

该市广大市民体育健身的风采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引领

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展演结束后，宣城市第一届太极拳暨

健身气功交流赛随即拉开帷幕，本次比赛参加人数均来自宣

城市各 县市区教体局、机关企事业单位、单项体育协会等共

计28支代表队350余名选手参赛。

铜陵市
8 月 8 日，铜陵市 2018 年全民健身月活动启动仪式暨

2018 年安徽省“最强舞王”广场舞大赛、“我要上省运”广场

舞选拔赛铜陵市海选赛在该市体育中心淮河路体育馆举

行。天气虽炎热，但丝毫不影响选手的比赛热情，有近 800

余人进行了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的比赛。另外，“全民健身

月”活动期间，该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农村乡

镇、各体育社团在全民健身月活动期间，在基层广泛组织开

展贴近群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注重实效、方便参与、利民

惠民、群众喜爱的体育比赛和健身展示等系列活动。

池州市
8月8日，2018年“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主题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暨庆祝第10个全民健身日池州市全民健身展

示活动在该市体育馆举行。在全民健身展示活动中，来自全

市的千名健身爱好者分别进行了健身气功·气舞、柔力球、二

十四式杨氏太极拳、少儿武术、少儿舞蹈、广场舞“最美的中

国”展示。活动中，还开展了健康科普及科学健身宣传、国民

体质监测与健康义诊活动。越来越多的池州市民开始意识

到健身的重要性，全民健身的参与面和普及率不断提高。

安庆市

8月8日，安庆市2018年“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安

庆九牧体育馆室外广场举行。该市武术协会、市健身气功协会

负责人等共计1000余名体育爱好者参与了主题系列活动。

本次“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除在

主会场举办的 24 式太极拳、健身气功（八段锦）、少儿武术、

32式太极剑、功夫扇、气功舞等健身展示外，各县（市、区）也

都结合各自实际，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安庆市

市级单项协会活动精彩纷呈，其中有轮滑公益讲座、街舞比

赛、国际跳棋比赛、瑜伽展演活动。

黄山市
8月8日，“体彩杯”2018年黄山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

暨全民健身万人展示大会在黄山市屯溪区世纪广场举行。

本次大会共进行了广场舞、健身气功、柔力球、工间操四个项

目的展示，来自单项协会以及各区县晨晚练点近万名健身爱

好者，为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体育盛宴。此外，各区县也

将以推广普及广播操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动员基层组

织，在街道社区、乡镇、村开展多样化、生活化的健身活动，吸

引更 多的群众加入到全民健身行列来，更好地推动全民健

身活动的深入开展。

□本期稿件由 石峰 管凌 记者 江锐 采写

抢抓机遇，构建安徽“大群体”格局

全民健身动起来 同心共筑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