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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在今年 「兩會」期間提出將 「促進文化
大發展大繁榮」作為主要任務，如今已豐衣足食的
廣大農民在享受着國家有關種地優惠政策的同時，
也開始在豐富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

2009 年以來，山西先後投資 600 億元，全面推
進民生社會事業的同時，在農村實施了兩輪 「五個
全覆蓋」的惠民政策，把給農村和農民文化生活提
供真正的便利作為全省工作的關注點。這 「十個全
覆蓋」包括村通水泥路、中小學校舍改造、衛生
室、廣播電視、安全飲水；村街巷硬化、便民連鎖
商店、文化體育場所、中等職業教育免費、社會養
老保險。2011 年，山西省省長王君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兩年內實現農村新的 「五個全覆蓋」
目標，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將農村公共體育設施建設
作為關注和落實 「民生工程」的實事來抓。這也反
映了山西省高層把提高農村生活水平、豐富農民文
化生活和加強全民健身運動的三項工作放在全省工
作的重中之重。

山西省體育局局長蘇亞君表示，山西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視全省體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在全民健
身運動這一項，加大農村體育場所建設的發展。目
前，山西省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在以 0.07 平方米的幅
度遞增，在今年9月底已提前實現國家 「十二五」既
定的1.5平方米目標。

據了解，2003 年底，山西省人均體育場地面積
0.82 平方米，低於全國人均體育場地 1.03 平方米的
水平；2003 年後，山西省農村公共體育設施建設發
生巨大變化。2008 年，全省人均體育場地面積 1.02
平方米，率先實現省 「十一五」人均 1 平方米的目
標；2011 年，山西高層把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列入農
村新的 「五個全覆蓋」工程。2011 年底又提升至
1.43平方米，超過國家 「十一五」人均1.4平方米的
目標。

山西農民體育健身工程是以行政村為單位，建
設以籃球場、健身路徑、健身廣場等為主要設施的
農民體育健身場地，並配置相應的體育健身器材。
截至目前，國家和省兩級共投入引導資金4億多元，
實現全省行政村體育場所 「全覆蓋」，匹配全民健
身路徑器材1.4萬條、籃球架1.9萬副、乒乓球枱1.2
萬張。

先進經驗面向全國推廣
在提到國家體育總局將 「山西農民體育健身工

程 『全覆蓋』」的經驗作為全國典範來推廣時，蘇
亞君表示，這既是對全國農民體育健身工程的推
動，也是對山西群眾體育工作的鞭策和鼓舞。

在北京舉辦的 「推廣山西農民體育場所 『全覆
蓋』先進經驗」的新聞發布會上，山西省副省長張
平詳細介紹了山西實施農民體育健身工程 「全覆
蓋」所經歷的五個階段。一是以 「山西大運體育走
廊」構思為先導，探索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建設之
路。大運體育走廊」總投資2140萬元，在農村建設
籃球場 650 個、全民健身路徑 32 條，惠及 8 市 32 縣
116鄉鎮200萬農民。二是以中央 「三部委」資助政
策為指引，實施典型示範。山西整合國家和省級配
套資金9077萬元，引導建設標準農民體育健身工程
4092 個。三是以政府扶貧開發政策為動力，實施重
點 「攻堅」。 「十一五」時期，山西以相對貧困的
「兩區」（太行山、晉西北革命老區和貧困山區）

行政村為重點，五年投入1.5億多元，在15265個行
政村扶持建設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四是以 「山西省
第二輪村級組織活動場所建設」為契機，引導省財
政資金1413萬元，自籌資金1419萬元，扶持2838個
行政村建設農民體育健身工程。五是以省委、省政
府推進農村新的 「五個全覆蓋」工程為目標，兩年
新建農民體育健身工程7494個。

2012 年 9 月，山西省圓滿實現行政村農民體育
健身場所 「全覆蓋」。與此同時，全省各市還扶持
引導2568個自然村進行建設體育場所。隨着農民體
育健身場地設施覆蓋全省，體育生活化的理念也在
農村廣泛傳播。山西省將進一步加強 「電子檔案」
網絡化管理，並研製出台《農村體育設施維護使用
管理辦法》。同時，也將進一步加強農村體育組織
隊伍建設。

張平表示，農村體育場所全覆蓋的工程看起來
很小，其實內涵很大。農民體育健身場地設施可以
促進農民體育健身活動的廣泛開展，可以提高農民
的身體素質和幸福指數，促進了鄰里和諧、鄉風文
明，改善了農村發展條件和生態環境，促進了農村
生活新變化、新氣象的形成。

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司長盛志國多次盛讚山西
的農民體育健身場地設施 「全覆蓋」工作。他表
示，全國目前共有北京、江蘇、廣東、福建、寧夏
和山西6個省（市、區）完成 「體育場所全覆蓋」。
其中，前 4 個屬於東部發達省份，西部的寧夏僅有
2300 多個行政村，相比較其餘 5 個省份，山西在地
形複雜、數量眾多、任務艱巨的情況下，能夠在中
部地區率先完成這項工程實為不易。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也曾在今年4月來太原考
察山西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在太原宋環村、溫家堡
村、賈家寨村和金勝村，劉鵬觀看了全民健身活
動，並與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切磋了乒乓球技術。
劉鵬說，在各健身點看到老人們擺弄健身器材、年
輕人打籃球、婦女們跳健身舞，全民健身氛圍濃
厚。這表示山西的群眾體育工作做得非常扎實、富
有成效。

全民參與打造 「健康山西」
據了解，山西省提出 「場地建在農民身邊，體

育走進千家萬戶」口號的幾年時間裡，全省各地堅
持每年開展百萬農民健身活動，充分利用春節、
「廟會」、 「農閒」等時間節點開展具有地方傳統

特色的群眾體育活動，積極打造 「一縣一品、一鄉
一品、一村一品」活動，對農村體育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宣傳推動作用，有力鞏固了農村基層體育文化
「陣地」。

如今， 「山西跤王爭霸賽」、 「長治國際攀岩
賽」、 「晉城國際圍棋節」、 「忻州全國撓羊
賽」、 「運城永濟 『五老峰』登山節」、 「大運體
育走廊農民籃球賽」、 「騰飛 『CBO』中國業餘籃
球公開賽」、武術、秧歌、柔力球、門球等活動已
逐漸打造出山西的群眾體育品牌。

相關資料顯示，目前山西省、市兩級健身活動
年均超過300項次，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已超過
全省總人口的30%。

山西省體育局局長蘇亞君指出，全民都參與進
來，是山西人對體育精神最好的詮釋。百姓體育才
是體育的本質，是衡量一個體育強國最重要的指
標。在轉型跨越的時代背景下， 「健康山西」成為
山西省的目標之一。體育運動是群眾健康保障的最
前沿，是能讓百姓減少醫療支出、增加幸福指數的
最佳選擇。

蘇亞君說，體育還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生活方
式和文明程度。以前，村民們閒暇時，往往湊在一
起打麻將、論是非，現在他們在健康的體育活動中
開始形成團結向上的文化氛圍，村裡的文體廣場甚
至成為他們招待親朋的第二客廳。所以說，全民參
與才能真正打造一個 「健康山西」。

體育是人民的事業。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理
念，從 「十一五」至今七年的時間，山西體育事業
碩果壓枝，成功實現了競技體育、全民健身、體育
產業的 「三級跳」。

在第30屆倫敦奧運會上，山西蹦床運動員董棟
奪得金牌，為中國軍團贏取第19金，也實現了山西
省28年來單項金牌 「零」的突破。同時，也創造了
山西運動員奧運征戰史上的最好戰績。山西省委、
省政府發賀電慶祝這一輝煌時刻。

賀電中寫道：欣聞山西省運動員董棟在2012 年
8月3日舉行的第30屆倫敦奧運會蹦床比賽中，不畏
強手，奮力拚搏，勇奪男子網上個人冠軍，為祖國
贏得了榮譽，為山西增添了光彩，實現了山西省 28
年奧運參賽歷史單項金牌 「零」的突破。喜訊傳
來，全省上下歡欣鼓舞，倍感振奮。值此，謹向你
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和親切的慰問。希望山西省體育
健兒以董棟為榜樣，繼續弘揚頑強拚搏、為國爭光
的中華體育精神，再接再厲，奮勇爭先，為山西省
轉型跨越發展做出新的貢獻，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
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

9月29日，山西省舉行慶功大會表彰了取得1金

1 銀 1 銅優異成績的運動員、教練員和相關工作人
員。

2008年北京奧運會，山西運動員奪得1銀、1銅
和特設項目武術男子長拳金牌的優異成績，實現了
在奧運歷史上單項成績獎牌 「零」的突破；2009 年
第十一屆全運會，山西獲得9金、7銀、12銅，獎牌
數和總分數均超過上屆全運會；2010 年廣州亞運
會，山西選手攬獲 3 金、6 銀、1 銅，參賽項目數、
參賽人數、金牌數和獎牌總數均實現歷史性突破，
榮獲國家體育總局頒發的 「第十六屆亞運會貢獻
獎」；2012 年，在倫敦奧運會上，再次創造了山西
省奧運歷史上的最好成績，獎牌排位在全國位居第
15位。

山西省體育局局長蘇亞君表示，山西在大型體
育賽事上獲得好的成績，是長期以來重視發展體育
事業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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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和山西省政府於9月25日在北京
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和推廣山西在全國中部地區
率先實現農民體育健身場地 「全覆蓋」 的先進經
驗。截止到9月，山西全省28200個行政村都有了
健身場所，三晉農民在家門口都可以進行體育健身
活動。掀起的全民健身潮僅僅只是山西省體育事業
發展的一個縮影。近年來，隨着 「太原國際馬拉
松」 、 「倫敦奧運會摔跤項目國際資格賽」 及 「蹦
床世界杯（中國站）」 等大型賽事紛紛入晉，山西
的體育事業也日漸國際化。同時，在第30屆倫敦奧
運會上，山西實現了運動員28年奧運征戰史上單項
金牌 「零」 的突破。9月29日，山西省舉行慶功大
會表彰了取得1金1銀1銅優異成績的運動員、教
練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山西的體育事業再邁向一個
新的階段。

楊奇霖 楊杰英

▲山西體育中心主場館▲

4月27日， 「2012年奧運會摔跤項目國際資格賽」 在山西體育中心
體育館舉行，來自近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000名摔跤人士參加比賽

山西農村體育場所都配備了各種健身器材，
孩子們正玩得熱火朝天。

山西省體育局局長蘇亞君在山西舉行的第
30屆倫敦奧運會慶功表彰大會上發言。

9月29日，山西省舉行慶功大會表彰參加30屆倫敦奧運會的運動員和教練員。

9月29日，山西省舉行慶功大會表彰了取得1金1銀1銅優
異成績的運動員、教練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圖為，山西省委書
記袁純清（右）和省長王君（左）出席表彰會並講話。

日前，山西體育中心正式交接山西省體育局。
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省投資最大的體育設施的
山西體育中心，被國家體育總局命名為全民健身示
範基地和5個項目的國家訓練基地，徹底改變了山西
體育場館落後的局面，並成功舉辦了一系列重大單
項賽事，山西的體育事業也正在步入快速發展的軌
道。

2006 年，山西與海南、貴州、青海曾是當時全
國沒有舉辦過綜合性運動會的4個省份，體育場館設
施建設的嚴重落後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薄弱的體育
場館基礎設施，不僅使全民健身運動受到局限，競
技體育發展也成為無源之水。而隨着山西體育中心
的竣工使用，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歷時三年多建
設的山西體育中心近日竣工交接。新落成的山西體
育中心是全省體育事業實現新跨越的標誌性工程，
也是省政府確定的省城十大重點工程之一。

據了解，山西體育中心總佔地面積為1238 畝，
總建築面積 273812 平方米，主要建設內容為三部
分。第一部分為體育比賽場館區，包括60000座的主

體育場、8000 座的主體育
館、3000 座的游泳跳
水館、1500 座的自
行車館、綜合館。
第二部分為體育訓
練基地，建設運動

員公寓和 A、B
訓練館。第三
部分為山西國
際體育交流中
心，將由省體

育局通過招商引
資的方式配合建設。
此外，作為國家全民健身示範

基地，山西體育中心正在配套建設

籃球場、乒乓球場、健身路徑、器械場地等公共體
育設施，完工後將成為一座可供群眾日常休閒健身
的大型體育公園。

山西體育中心主體育場和主體育館已於去年9月
交付使用。這 「一場一館」陸續承辦了 「太原國際
馬拉松比賽」 「中巴國際足球友誼賽」 「中澳國際
籃球賽」 「奧運會摔跤資格賽」 「蹦床世界杯賽」
等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 「中博會開幕式文藝演出」
「周華健世界巡迴演唱會」 「周杰倫演唱會」 「李

玉剛演唱會」等高水平文化演出。
而在游泳跳水館和自行車館也於今年9月舉辦了

全國場地自行車冠軍賽（第五站）和全國跳水錦標
賽。

在成功舉辦了眾多大型體育賽事之後，山西體
育局局長蘇亞君又開始了關於體育事業更深層次發
展的考慮。

蘇亞君表示，山西體育中心耗資百億，如何實
現其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是山西省體育
發展要解決的重要課題。要山西省成為以大體育、
大產業相結合的體育大省，就一定要加快山西省體
育產業集團的建設，拓寬路子、解放思想，完全市
場化運作。

正如他在體育中心交接儀式上做出的承諾一
樣，一定要管好、用好場館，提高體育設施利用
率，積極探索體育場館運營管理新模式，不斷承辦
高水平賽事活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
求和健身需求，讓體育事業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
眾，為建設 「健康山西」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據悉，山西省政府批准組建山西體育產業集
團，相關組建工作已成為《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的實施意見》的重要內容。打造山西體育產業的
「航空母艦」對加快培育市場、增強企業實力、拓

寬融資渠道必將產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山西體育產業蓬勃發展

競技體育實現奧運金牌「零」突破

體育場所全覆蓋全民健身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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