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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建成体育强国

什么是体育强国？如何建设体育
强国？《纲要》 分 3 个时间阶段提出
了具体的奋斗方向，全面刻画了体育
强国的轮廓。从 2020 年、2035 年到
2050 年，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总目
标以及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
外交往等6个维度的具体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全
民族的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
高，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竞
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体育产
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

到 2035 年 ， 形 成 政 府 主 导 有
力、社会规范有序、市场充满活力、
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公共服务完善、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
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
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
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一个标志性事业。

解决全民健身难题

健身场地能不能多一点？对人民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难题，《纲要》提供了明确的解决路
径和政策指引，围绕破解群众“健身去
哪儿”、健身场地不足等难题，对老百
姓日益增长的健身、健康需求给予明
确的政策保障、制度支持和服务指引。

《纲要》 提出，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制定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因时
因地因需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坚持大

健康理念，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
“治未病”转变。

对于全民健身的发展目标，《纲
要》的指标非常细化。例如，到 2035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45%
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
米，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92%。

在健身设施建设上，《纲要》 则
明确，加强城市绿道、全民健身中心
等场地设施建设，合理利用城市空置
场所，并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体育
场所；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政策的同时，有序促进各类体
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探索“三大球”发展道路

中国足球能不能争点气？对于国
人关注的、以足球为代表的“三大
球”，《纲要》 提出，要全面推动足
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道
路，到 2035 年实现“三大球”与基
础大项实现均衡发展。

对于我国“三大球”的发展情
况，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在国
务院政策吹风会上表示，从问题角度
来讲，目前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作为集体类
的、受众比较多的、参与人群比较广
的“三大球”，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好。

“把‘三大球’项目单独提出
来，是为了更好地凸显它们在整个体
育发展过程中的带动作用、影响力和
受众面。”李建明说，“三大球”的整体
提升，离不开项目文化基础的培养，要
打好青少年训练基础，使“三大球”的
发展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

根据 《纲要》，我国将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的“三大球”发展道路，构
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的“三大球”训练、竞赛和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强化科技助力，提高“三大球”
训练、竞赛的科学化水平。

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有何参
赛目标？对于竞技体育发展的近期和
长期目标，《纲要》 也作出了明确的
回答：确保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上取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
丰收；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全项目参赛，取得我国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

《纲要》 提出，在保持传统优势
项目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基
础项目；持续加大冰雪项目选材力
度，恶补冰雪项目短板，不断提高冰
雪竞技水平；扎实推进备战工作，全
面加强科学训练、赛事平台建设、反
兴奋剂、综合服务保障等工作，建立
人才流动绿色通道。

以冬奥会筹办推动冰雪运动建
设，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愿景。
对此，《纲要》 明确，推进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积极推进冰雪运
动进校园、进社区，普及冬奥知识和
冰雪运动；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筹办为契机，弘扬冰雪运动
项目文化。

根据 《纲要》，到2035年，竞技
体育要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夏
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
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
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综
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体育产业发展有多大空间？《纲

要》 提出，到 2035 年，体育产业要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对于体育产业的这一重要目标，
李建明表示，支柱性产业是在国民经
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
骨干性、支撑性作用的产业。2014
年到 2017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达到 24.6%，处在快速发展
和上升期，预计 2035 年我国体育产
业总量占 GDP的比重将达到 4%，能

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因此，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在产业体系建设和激发市场活
力方面，《纲要》强调，要加快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创新生产方式、服务
方式和商业模式，促进体育制造业转
型升级、体育服务业提质增效；打造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体育企
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体育品

牌，支持优势企业、优势品牌和优势
项目“走出去”。

在 扩 大 体 育 消 费 领 域 ，《纲
要》 则明确，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
育活动，增强体育消费粘性，丰富
节假日体育赛事供给，激发大众体
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健身、体育
观赛、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消费
新空间，促进健身休闲、竞赛表演
产业发展。

北京时间 9 月 4 日晚，2019 年国际篮
联篮球世界杯将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
夺。中国男篮将面对“苦主”委内瑞拉
队，只有取胜，才能晋级16强。

尽管时间过去了一天，但对于中国队
同波兰队比赛的讨论仍在持续。郭艾伦五
犯离场、周琦边线球失误、李楠临场指挥
等话题，凸显了外界对本届中国男篮的关
注和期待。

事实上，中国男篮并不缺少能力。对
阵波兰队，中国队有数次机会“终结”比
赛，却最终倒在了关键时刻的“手软”
上。对此，中国队主教练李楠表示，球队
在这方面经验缺一些，大家都很紧张，胜
利就在手边，没人愿意丢球。执行的过程

当中，在判断上、交流上、心情的调整
上，对方比我们经验丰富。

经验不足，恐怕是这支年轻男篮最大
的短板。此外，由于缺少了丁彦雨航等攻
击手，中国队持球强攻解决问题的能力相
对薄弱，比赛的关键时刻往往只能交给易
建联等大个子单打，并不稳定的三分球也
成为影响比赛走向的关键。

不过，中国男篮也在努力通过阵容
调整和人员轮换来弥补差距。对阵波兰
队，孙铭徽临危受命，在攻防两端较好
地弥补了郭艾伦的空缺。翟晓川拼到受
伤下场、赵睿在球队外线哑火时投进救
命三分的场景，都是中国男篮在本场比
赛的高光时刻。

生死战将近，无论对于中国男篮还是
球迷来说，都需要尽快向前看。目前，中
国队同委内瑞拉队战绩相同，都是一胜一
负，要想晋级16强，只有拼下对手。这样
的关键战，更需要对细节的有效处理。

相对于有些陌生的波兰队和科特迪瓦
队，中国男篮对委内瑞拉队更为熟悉。3
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68∶72惜败
对手，无缘出线。世界杯再度相逢，中国
男篮有了“复仇”的机会。

不过，目前这支委内瑞拉队并非鱼
腩，3 年前战胜中国男篮的队员中，如今
还有 8人在队。中国男篮要发挥身高和年
龄上的优势，处理好关键时刻的细节问
题，才能在生死战中笑到最后。

又到了国足冲击世界杯的时间。这些
天，新一期中国男足正在广州备战 2022 年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赛。几天后，他
们将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马尔代夫队。

时间总是在一些特殊时刻留下令人难
忘的印记。每次冲击世界杯，对国足和球
迷来说都是特别经历。时至今日，很多人
仍然记得上一次冲击世界杯时那段充满期
待、遗憾与不甘的时光。无论是为当初的
失利而悔恨，还是为未来的崛起而努力，
新一个世界杯周期已经悄然而至。

这个新周期，国足有了些“新意思”。
以往一些非国家队“常客”、归化球员加
盟，让国家队变得更有活力和攻击力。主
帅里皮和球员基本不需要相互适应时间，
球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捏合顺利，磨合效
果初显。新换届的中国足协在服务保障方
面也在改革，比如足协新任主席出任各级
国字号球队备战工作组组长，集中资源支
持国足备战；进一步明确各方责任，保证
工作有效推进等。可以说，从前方备战到
后方保障，各方面都在焕发新意，也让外
界充满期待。

这个新周期，国足仍需要解决“老毛
病”。整个预选赛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就像
当年红军经历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段漫

长的时间里，免不了人员流动，免不了磕
磕绊绊。国足如何吸取此前教训，如何保
持稳定性，如何不再关键时刻掉链子，如
何协调好国家队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如
何打造一支能征善战、将士用命、有精气
神的队伍……这些问题都是长征路上的

“娄山关”“腊子口”。要迈过这些关口，没
有股子狠劲不行，没有充分的智慧也不行。

国足开启新长征，大家都要做些心理
调整。比如，对于胜利，可否多谈些问
题，少进行吹捧；对于失利，可否多给予
鼓励，少做些贬损。毋庸置疑，中国足球
仍处在艰难的复兴时期，出于解决问题的
关心比没有实际意义的嘲笑与指责要好，
提建议比起哄好。

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
经历，都带来成长与财富。新长征，我们
与国足一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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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兴则国运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体育不可缺席、使命重大。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下称《纲
要》），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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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思”

求解“老毛病”
彭训文

本报电 （刘林伟） 2019 超级企鹅联盟 Su-
per3总决赛近日在北京首钢园冰球馆上演巅峰对
决。由 32 名选手组成的 8 支球队上演强强对话，
最终由刘帅良率领的圣骑士队击败王鹤棣率领
的黑暗骑士团队，收获本届Super3总决赛冠军。

今年全新推出的 Super3 星斗场，通过专业
化节目内容、豪华明星阵容等多个维度的全方

位升级，为用户呈现了明星们在参与专业篮球
竞技时的团队精神和拼搏态度。

“超级企鹅联盟”由腾讯体育打造，涵盖了
以节目为主的“Super3星斗场”与专业性更强的

“终极红蓝大战”。经过4年探索，超级企鹅联盟
已从单一赛事升级为包含有综艺节目和体育赛
事的内容矩阵，成为体娱结合的成功范例。

2019年超级企鹅联盟总决赛开打

中国队球员翟晓川 （左一）、易建联
（右一） 拉起摔倒的队友周琦。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左上图：中国女排队员在获胜后庆祝。
右上图：北京延庆太平庄中心小学学生在学校冰场上滑冰。
下图：中国 （晋江） 国际鞋业暨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上的运动鞋涂鸦。 新华社发

上图：中国国家男
子 足 球 队 球 员 艾 克 森

（前右）、李可 （左一）
等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