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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冰雪运动，
中国能从芬兰学到啥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中国体育的历史上，芬兰称得
上是一块“福地”——1952 年赫尔
辛基奥运会，新中国首次走上奥运赛
场，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
场升起。因奥运结缘，体育见证了中
芬两国近 70 年的情谊。今年年初，
中芬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启动了

“中芬冬季运动年”。
近日，由北京体育大学和人民网

人民体育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芬冰雪
运动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芬
两国冰雪领域的近200名人士齐聚一
堂，就北京冬奥会筹办、中芬冰雪运
动交流合作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点赞北京冬奥“可持续”

“我相信 2022 年冬奥会会非常
成功和顺利，它将成为历史上最重
要的一届奥运会之一。”国际奥委
会 2022 冬奥协调委员会成员里斯
托·涅米宁说。

涅米宁曾任芬兰奥委会主席，
此次作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家进入
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作为国际奥
委会的代表，要确保冬奥组委在解决
所面临问题时使用的方法都是可持续
的，都能够达到绿色标准。

“到2020年，北京和张家口的硬
件基础设施就基本建设好了，这给我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涅米宁说，
在历史上，很多城市在举办奥运会等
大型体育赛事后，没有持续性地利用
场馆。但他注意到，“水立方”等
2008 年奥运会的场馆将在 2022 年冬
奥会上继续承担重要作用。

“中国以最可持续的方式对夏季
奥运会的场馆进行再利用，这些努力
有目共睹。我相信，2022 年冬奥会
将为冬季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
典范。”涅米宁说。

芬兰体育专家米科·波赫约拉也
认 为 ， 2022 北 京 冬 奥 会 有 望 成 为

“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冬奥会之一”。
“中国政府提出通过申办冬奥会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我认为，
除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数字，更重要的
是要培养冬季运动文化，形成全社会
参与冰雪运动的氛围。”波赫约拉说。

参与冰雪队伍备战

“芬兰作为冰雪运动的佼佼者，在
冬季运动文化建设、项目发展以及产
业发展等领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夏伦好说。近年
来，中芬体育交流日益紧密，双方围绕
冬季运动，在人员培训、器材和场地建
设等多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

芬兰是世界冰雪运动强国，拥有
发达的训练和培训体系。尽管只有
500多万人口，但芬兰的人均冬奥会
奖牌数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
尤其是在越野滑雪、冬季两项等滑雪
项目上，芬兰具有较强的实力。在日
前举行的男子冰球世锦赛上，芬兰队
力克加拿大队夺得冠军。

近年来，芬兰通过提供优越的训
练基地和服务，向中国派出优秀的教
练员及双方运动员共同训练等形式，
参与中国冰雪队伍备战冬奥会进程。
据夏伦好介绍，截至去年底，中国冬
季项目队伍已经有超过700人次赴芬
兰接受训练，目前仍有170余名中国
越野滑雪运动员和中国冰球运动员在
芬兰进行训练。

在此过程中，“沃卡蒂”成为中国
备战北京冬奥会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这一位于芬兰的训练基地，是中国冬
季项目队伍在海外最大的训练基地。

芬兰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代表、沃
卡蒂奥林匹克训练中心董事会成员米
科·萨里宁介绍，沃卡蒂训练中心拥
有出色的硬件设施和训练条件，具备
领先的技术和科研水平，为运动员提
供了从训练到康复、饮食、住宿的整

体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参与当地的
赛事体系，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并
产生激励效果，是沃卡蒂训练中心的
重要训练理念。

“这两年，已经有150名中国运动
员在沃卡蒂训练中心接受同世界冠军
一样的训练方式。”萨里宁说，“我相信，
未来他们当中也会诞生世界冠军。”

取经芬兰雪场建设

“吉林松花湖冰雪小镇的色彩，
其实就源于我到芬兰类维滑雪场的
一次旅行。”在论坛上，万科集团
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首席执行
官丁长峰谈起了从芬兰滑雪场“取
经”的经历。

丁长峰说，类维滑雪场的商业系
统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吉林
松花湖冰雪小镇的建设中，便参考了

芬兰滑雪场丰富的色彩呈现。
在冬奥会的热潮带动下，中国

冰雪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良机。
在中芬两国的业内人士看来，芬兰
的冰雪产业发展经验，可以提供很
多有益借鉴。

北京卡宾滑雪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伍斌说，芬兰是一个没有太
多高山的国家，但已经建成了76座高
山滑雪场，每个滑雪场的落差都不大，
这对于中国滑雪场的建设很有启发。

“相较于阿尔卑斯山和北美等地
的雪场，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雪场更适
合去取经。”伍斌说，“我们可以学习
这些雪场的精细运营管理经验。”

伍斌表示，芬兰的滑雪场在场地
建设、赛事运营、服务体验等方面各
具特色。他举例说，芬兰著名的卢卡
滑雪场虽然只有200米落差，但整个
雪道的分布范围非常大。雪场内提供

了家庭初学者乐园，孩子可以同父母
在此练习滑雪。此外，雪场还设有穿
越树林的冒险乐园，设置了麋鹿、隧
道等有趣的元素，给孩子以很强的代
入感。

让冰雪运动融入文化

在论坛上，不少芬兰专家对中国
“3 亿人上冰雪”的宏伟目标印象深
刻。“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场馆
设施的建设和可持续利用，也需要培
训、教育、学习等各方面的推动。”
涅米宁说。

涅米宁介绍，根据研究，芬兰人
的全年龄段锻炼率是全球最高的。

“无论在中小学、大学还是企业，冬
季运动让芬兰人生活得更快乐，体育
锻炼让人们在每个年龄段都维持着健
康的生活状态。”他说，“现在，中国

也相当重视冬季运动的重要性，这个
目标可以让3亿中国人享受冬季运动
带来的快乐。”

如何让冰雪运动走进寻常百姓家，
专家及业内人士也给出了不少建议。

波赫约拉说，中国可以在学校、
公园、城市街道中多建一些冬季运动
设施，让冬季运动更快地普及。“中
国地大物博，适合发展冰雪等各种类
型的运动。未来，冬季运动一定可以
融入中国文化当中。”

丁长峰认为，未来5到10年中国
滑雪消费者人群将呈现泛全民化、年
轻化等特征。“未来中国冰雪运动将
从专业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尤其是冬
奥会的举办，将激励新一代的年轻人
走入冰雪运动的行列。因此，中国的
滑雪场必须要在安全管理、滑雪教育
两方面作出非常大的提高，才能够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

全民健身“耍”出快乐
刘 峣

不 久 前 ， 我 过 了 一 把 “ 裁 判
瘾”——在京津冀社会体育指导员交
流展示大赛北京海淀区分站赛上，我
作为媒体代表参与了裁判工作。

虽说外行看热闹，但在身旁专业
裁判的指导下，我也慢慢看出了几分
门道——队伍的齐整、动作的难度、
节目的编排……互相一比，便分出了
高下。

印象最深的便是参赛者发自内心
的笑容以及对健身运动的热爱。我所
担任裁判的健身器械组比赛，涵盖了
柔力球、花棍、空竹、踢毽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健身项目。参赛者中既有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
者，可不论老少，只要耍起花棍、抖
起空竹，洋溢出的那股热情和气质是
一样的。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健
身项目，通过推广和普及，正焕发出
新的活力。

比赛之余，裁判员和嘉宾还示范
展示了各自擅长的健身技能，让人大
开眼界——广场舞比赛结束后，“广场
舞小王子”王广成带领各参赛队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一起表演了 《点赞新时
代》；健身器械类裁判在完成执裁工作
后，共同上场展示了柔力球、空竹、
花棍、踢毽等健身技能；个人展示项
目比赛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
学院教师、太极“八法五步”创编团
队核心成员陈新萌，示范了太极“八
法五步”的技法……

赛场内外的热闹场面，让人感动
于国人的健身热情。运动给人带来健
康和快乐，全民健身的发展更让国家
充满活力。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正在深度

融合。全民健身走入千家万户，健身
设施修到小区里、家门口，健身指导
更加细化、更加科学，让每一位老百
姓在运动健身中受益。

在此过程中，社会体育指导员发
挥了重要的“传帮带”作用。如今，
京津冀地区已有登记注册的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20余万人。为此，今年的
大赛特别增设了技能教学环节和个人
健身技能展示项目，全方位展示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技能和教学能力。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如今，运动健身已经越来越多地与大
众生活产生“共鸣”。这些社会体育指

导员和参赛者的背后，是更多活跃在
社区、公园、体育馆里的健身人群。
通过运动，他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

七彩
絮语

图为参赛者在京津冀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上进行空竹表演

据新华社电 （记者侠克） 6 月 14 日晚至 15
日零时，随着近 3700 家参改医疗机构陆续启动
信息系统切换工作，北京市启动医耗联动综合
改革，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医疗机构正式告别

“以耗养医”。
据悉，此次改革通过取消药品耗材加成、

降低部分检验费用，让开药、使用支架和导管
等医用耗材不再给医疗机构带来额外利益。

记者了解到，此次改革除取消医用耗材加
成外，还将降低仪器设备开展的检验项目价
格，提升中医、病理、精神、康复、手术等体
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目价格，实施医用耗
材联合采购和药品带量采购等。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此次改
革将有利于推动合理使用化验和医用耗材，规范
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减少浪费，同时激励医务人
员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促进医疗机构由资源消耗
规模扩张型向内涵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转变。

雷海潮说：“对患者个体而言，针对不同的
疾病费用有降有升，比如使用高值耗材较多的
病种，费用可能会下降；以技术劳务治疗项目
为主的病种，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

据悉，目前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已完
成人工关节、心内血管支架等六类耗材采购，
价格平均下降15.5%，一年可为北京市节约医用
耗材费用约5亿元。

告别“以耗养医” 北京启动医耗联动

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健康使者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有1.3万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约20万人次
境外患者来华接受中医药服务。

图为6月5日，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康复治疗师毛彦龙 （左） 为俄罗斯患者格莱布进行治疗。西安
中医脑病医院探索出了脑病的中医特色康复疗法，近5年来已有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1.2万
余人次前来就诊。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2019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中芬冬季运动年””开幕式开幕式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中国国家越野滑雪集训队在芬兰备战 新华社发

一个位于亚洲东部，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一个是下届冬奥会的主办国，一个是
传统的冰雪运动大国……中国和芬兰在冬季运动上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升级，为两国
的人文交流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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