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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国家体育
总局 5 日正式公布《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参赛实施纲要》《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参赛服务保障工作计划》《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参赛科技保障工作计划》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反兴奋剂工
作计划》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这
两个纲要和三个计划，对北京冬奥会
的 参 赛 工 作 做 出 全 面 规 划 ，统 称 为

“两纲三划”。
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表示，“两

纲三划”是体育总局对冬奥会参赛工作
做出的全方位战略规划，是推动北京周
期各项工作的时间表、线路图、施工图，
标志着新周期各项工作已全面进入新
阶段、开启新篇章。

在《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
纲要》中，明确提出“全面参赛、全面突
破、全面带动”目标。其中，全面参赛

意指北京冬奥会 109 个小项全面建
队、全项参赛；全面突破则要通过跨越
式、超常规的措施，尽最大努力、调动
一切资源，力争冰上项目跃上新台阶，
雪上项目实现新突破，让更多冰雪项
目刷新历史、实现奖牌乃至金牌的突
破；全面带动是通过高水平冰雪竞技
的观感享受、优秀运动员的魅力展示，
激发越来越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
冰雪运动的积极性。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孙远富、丁东和洪平分别介绍了

“两纲三划”的编制背景、编制过程、主
要内容和组织实施工作。并且提出了

“2018 扩 面、2019 固 点、2020 精 兵、
2021 冲刺”的北京冬奥会参赛工作方
略，提出要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据了解，“两纲三划”已以体育总局
办公厅名义正式印发全国体育系统。

体育总局发布“两纲三划”

全面规划北京冬奥会参赛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

从省社体中心获悉，2018 年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八届“三
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将于 9
月 9日在焦作云台山拉开帷幕。从9
月 9日起至 10月 20日期间，该项活
动将在全省 9个地市 15 个会场（景
区）陆续举行，每个会场举行活动当
天，将对所有参与者免收任何门票，
让大家尽情享受登高健身共赏美景
的惬意心情。值得一提的是，焦作云
台山由于要举行活动开幕式，故仅对
前1000名活动参与者免收门票。

本届群众登山健身大会，由国家
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
山协会、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文明
办、河南省旅游局共同主办，河南省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河南省旅游局信
息中心、河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以
及相关地市体育局和旅游局共同承
办。主题为：“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
共筑中国梦”“文明河南，健康中
原”。参与者年龄范围为 18～55周
岁。据了解，15个会场的各承办单
位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设置竞
赛组别，主要以非竞赛性质的组别为
主。为丰富活动内容，符合条件的景
区还将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定向越野、
业余铁人三项、攀岩等户外运动。活
动开展期间，各会场还将开展“文明

旅游”“文明健身”系列主题宣传活
动。15个会场及举行活动具体时间
分别为：焦作云台山景区，9月 9日；
焦作青天河景区，9月 16日；南阳南
召五朵山景区，9月 22日；新乡辉县
轿顶山景区，9月 23日；新乡卫辉市
龙卧岩景区，10 月 13 日；济源市九
里沟景区，10 月 13 日；南阳桐柏县
淮源景区，10 月 14 日；新乡凤凰山
森林公园，10 月 14 日；南阳西峡县
寺山森林公园，10 月 17 日；信阳鸡
公山景区，10 月 17 日；鹤壁市五岩
山景区，10 月 20 日；新乡关山国家
地质公园，10 月 20 日；焦作神农山
景区，10 月 20 日；安阳林州市柏尖
山景区，10 月 20 日；驻马店老乐山
景区，10月 20日。

“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
会，是省体育局重点打造的“四赛两
节两活动”之一，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同时也是我省登山爱好者的年度
盛会。活动自 2011年推出后，得到
了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和中国登山协会的认可和支持，从
2012 年开始，便被融入全国群众登
山健身大会中，成为河南分会场。凭
借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优质的组织
服务，我省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蝉
联三届“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最
佳组织奖”的省份。

省第八届“三山同登”
周日云台山启大幕
15个景区邀您免费登高健身共赏美景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
悉，在洛阳结束的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竞
技组步、手枪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中，来自郑州的年
轻射手们表现优异，共射落 14枚金牌、8枚银牌和
10枚铜牌以及多个前八名的成绩，同时还获得了本
次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的双丰收。

本次比赛分为男、女甲、乙组个人、团体、混合团
体以及男、女激光枪个人、团体、混合团体共计15个
组别，设有 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50米手枪
慢射等 44 个项目，共有来自全省 14 支代表队的
400名运动员参赛。郑州射击队共派出了 61名适
龄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经过8天激烈角逐，郑州射
手共夺得14个项目的金牌。

加上此前获得的飞碟项目的 1枚金牌和 1枚铜
牌，郑州射击队在省十三运会上一共斩获15金、8银
和 11铜，成绩位列各参赛代表团之首，充分展示了
我市射击项目的强劲实力和雄厚的人才基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日
前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闭幕，中国代表团再次位居
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向世人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力
量”。在这个优秀的团队中，代表中国队出征的郑大
体院师生不负祖国和母校的期望，在亚运赛场斩金夺
银，用实力和成绩向亚洲人民秀出郑大体院的力量。

在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女子排球国家队队长
朱婷等 15名郑大体院校友和在籍生用实力惊艳了
整个亚运赛场，他们在本届亚运会比赛中，共斩获金
牌 6枚、银牌 4枚。该院藤球队员杨家鹏、白银鹏、
范旭和张茹昊四人与2018级学生、空手道运动员丁
佳美同学也在亚运会上取得佳绩。

另外，该院藤球国际级裁判、亚洲藤联国际讲
师、国家体育总局藤球项目质量标准专家任峰老师，
受本届亚运会组委会点名指派，担任了藤球项目的
裁判员工作，共执裁24场，其中担任值班裁判长、主
裁判、副裁判和司线裁判各6场，有力保障了本届亚
运会藤球赛事的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
烈角逐，2018“体彩杯”郑州第二届
业余网球团体赛第二站比赛，日前
在郑州市体校网球场收拍落幕。南
阳金盛达队、盈盈2队分获本站比赛
冠、亚军，塔湾 1队、塔湾 2队并列获
得季军。

2018郑州第二届业余网球团体
赛，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网
球中心承办，郑州市网球协会协办，
比赛为团体赛，设有男子双打A组、
男子双打 B 组和混合双打 3 个组
别。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
16支队伍的 120余名网球爱好者参

赛，大家在激情挥拍一较高下的同
时，也畅享网球运动带来的健康和
快乐。

网球运动在我市有着很好的群
众基础，中国第一位网球奥运冠军
孙甜甜就是咱郑州老乡。今年是郑
州业余网球团体赛连续举办的第二
个年头，分为 2站分站赛和 1站总决
赛。本项赛事旨在为全省网球爱好
者搭建一个切磋交流、以球会友、共
同提高的平台，同时借助这项赛事
的举办吸引更多人群了解网球、参
与网球、热爱网球，进一步促进网球
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4日晚，郑
州市第七届毽球联赛落幕。经过 21
个比赛日、202场激烈对决，七彩人
生队在男子甲级平推组决赛中战胜
老对手成功卫冕。儿童公园女队将
女子平推组冠军收入囊中，激战队获
得进攻组的冠军。

郑州市毽球协会主席龙同胜介
绍，今年是实行升降级制度后的第一
次联赛，又赶上实行新的比赛规则，
比赛中的看点有很多。新赛制下，对

球队的要求更高，需要技战术的变化
也更快。这对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是
一种考验，谁能够快速适应和调整，
谁就能有更好的成绩。从联赛最终
的名次来看，老牌强队很稳定，这也
是多年征战联赛的一种积累。毽球联
赛举办7年，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
都有亮点。这一届联赛过后，协会要
组织大家探讨新赛制实行后大循环和
分组比赛的设置，如何更有利于球队
发挥最大潜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报讯（记者 秦华）好莱坞动作冒险巨制、
经典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6：全面瓦解》全国热
映中。上映15小时票房破亿，两天斩下3亿，截
至昨日票房已达 6.4亿，刷新 8月进口片开画票
房历史纪录。各大评分网站也全线飘红，豆瓣
得分8.3，优于96%动作片一骑绝尘。

近日，影片趁热打铁发布“极速飙车”版幕
后特辑，重磅曝光了阿汤哥驾驶重型机车表演
飞车追逐戏份的幕后细节。据了解，为拍出精
彩的飙车过程，剧组与凯旋门协商并获得了 90
分钟的额外时间进行拍摄。为了避开早高峰，
他们凌晨就来到了拍摄地点，当时周围的大理
石建筑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这对拍摄高速行
驶镜头非常不利。然而阿汤哥还是在没有戴安
全头盔、安全装置临时失灵的情况下，在湿滑的
地面上、70辆行驶的车辆中成功完成了高速追
逐戏。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画面，让观众大呼刺
激、心惊肉跳。

除了巴黎飙车大戏，高跳低开、厕所肉搏、
直升机追逐等高燃场面也都是大家的心头好。
尤其是高跳低开场面，作为首次登上大银幕的
军事级别难度跳伞动作，阿汤哥要在 25000英
尺以上起跳，2000英尺以下开伞，为完成这一
高难特技，包括训练实拍在内阿汤哥总共进行
了 106次跳伞，最终呈现的效果让无数观众感
慨阿汤哥如此拼命，“全程手心冒汗”“鸡皮疙瘩
都出来了”“紧张到令人窒息”等描述频频出现，
真情实感刷爆各大平台。

《碟中谍 6：全面瓦解》由美国派拉蒙影片
公司出品，正在以 2D、3D、IMAX3D、中国巨
幕 3D、杜比影院以及杜比全景声制式登陆全
国院线。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
省图书馆获悉，为贯彻落实 8 月 15
日河南省党政代表团与哈密市签署
的《文化援疆合作发展框架协议》，支
持书香哈密建设，日前，省文化厅、省
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一行赴哈密开展
2018“春雨工程”边疆行图书捐赠活
动，分别向伊吾县、巴里坤县图书馆
各捐赠价值 5万元、共计 3000 余册
图书。此外，省图书馆还与哈密市图
书馆签署《结对共建协议》。

此次捐赠的 3000余册图书，主
要涵盖了社会科学、少儿读物、农林
科技等方面内容，其中部分为豫版精
品图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在哈期间，河南省图书馆与哈密
市图书馆签署了《结对共建协议》，进

一步拓展和深化在资源共享、业务指
导、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
作交流，将两馆自 2011年以来的援
建与合作引向多元纵深发展。同时，
河南省图书馆文化志愿者还就数字
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评估定级、业务
发展、日常管理服务等作了业务指
导。

“春雨工程”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明办
从2011年起实施的一项重点文化惠
民工程，旨在以满足边疆地区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各民
族间文化交流，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文化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5 日
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和教育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启动全国中小学生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
在位于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

公区的发布会现场，北京冬奥会组
委秘书长韩子荣与嘉宾及小学生
代表共同启动了冬奥组委官方微
信公众号“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
主题活动的H5程序。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活动，一是
通过官方网站吉祥物征集专栏，向
教师提供可下载的教学课件，为教
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参考；二是通
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吉祥物专栏，以
短视频课程、图片游戏、互动游戏
形式向中小学生推广普及冬奥知

识，并通过该平台提交吉祥物创意
方案照片。同时，为增强线上活动
吸引力，北京冬奥组委还将采用抽
奖方式，为线上参与者提供冬奥定
制邮封。

线下活动，由各地教育部门组
织学生参与到设计吉祥物创意方
案的活动中，通过美术课、主题班
队会等形式，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普及冬奥知识，征集吉祥物创意方
案。并以省市为单位，分别向北京
冬奥组委吉祥物设计征集办公室
推荐 100 件学生优秀作品和 6 个
优秀活动、教学案例参与评选。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
长常宇说：“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
我们非常关注冬奥会在中小学当
中的推广和普及。在移动互联的

时代，我们推出 H5 小程序，通过
这种移动互联的手段，跟全国青少
年朋友建立一个联系。”

前来参加发布会的石景山区
电厂路小学同学们纷纷在历届吉
祥物前合影，他们有的已经开始设
计吉祥物，说心中的吉祥物是北极
熊、熊猫、孙悟空等。

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
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冬奥吉
祥物在校园广泛开展，是奥林匹
克教育的很好平台，也是展示中
小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舞台。我
们将把这个活动与课程和主题教
育结合，在北京市动员百万中小
学生参与冬奥吉祥物设计当中
来，同时通过他们，动员北京更多
家庭参与冬奥。”

全国中小学生将参与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

省运会步、手枪比赛收枪

郑州队射落14金

亚运会硝烟散尽

郑大体院收获颇丰

9月4日，纳达尔在比赛中回球。当日，在2018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选手
纳达尔以3∶2战胜奥地利选手蒂姆，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9月4日，中国队球员龚翔宇（左二）和队友在比赛中拦网。当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2018年瑞士女排精
英赛揭幕战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东道主瑞士队。 新华社发

《碟中谍6》惊险
动作戏引爆银幕

郑州业余网球团体赛收拍

市第七届毽球联赛落幕

助力书香哈密建设

省图书馆与哈密图书馆结对共建

9月5日，观众在展览上参观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四美图》。当日，由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主办的“中国印刷术的活化石：
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十竹斋二十四节气水印版
画》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