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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22年8月8日是我国第
14个“全民健身日”。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
获悉，今年8月8日前后国家体育总局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
活动4000余个。

据介绍，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以“贴近群众、方便参与、丰富多彩、注
重实效”为原则。据不完全统计，8月8日
前后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主题活动4000 余
个，覆盖全国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活动涉及的运动项目包括球
类、跑步健走类、冰雪类、体能类、棋牌
类、武术类、操舞类、民俗类等，实现全地
域覆盖、全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将
与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湖
北、广西等省 （区） 共同主办“全国 2022
年‘全民健身日’主题示范活动”。

在充分发挥品牌赛事活动示范引领作
用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还针对今年“全

民健身日”发布了全民健身系列公益广告
和海报，旨在广泛宣传全民健身的重要意
义，号召群众积极健身、科学健身。此外
国家体育总局还计划组织国家队、省 （区
市） 队运动员进中小学校、进社区开展健
身指导服务工作，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
共享。

为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持续推动冰
雪运动普及发展，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今年“全民健身

日”期间还将开展“2022 年全国大众欢乐
冰雪周”系列活动，包括首都体育馆体育公
园正式对社会开放、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
回主题活动等。

另据介绍，本次“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依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各地计
划开展线上活动 100 余个。“全民健身日”
期间，将在“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平台陆
续上线骑行、跑步、颠球、铁人三项、滑
板、跳绳等项目活动。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今日启动
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主题活动4000余个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5日10时至
6日10时，许多小观众通过长春市艺术研
究所微信平台，在线上观看了“戏剧星期
六”云剧场展演——儿童剧《青蛙王国之
女王的祝福》。神秘奇幻的青蛙王国，让
小朋友们看得格外过瘾。

《青蛙王国之女王的祝福》是吉林动
画学院儿童剧创作工作室打造的一部儿童
剧。剧中，主人公小新在玩偶小雨点的帮
助下来到“青蛙王国”，不仅获得鲜花王
冠，还帮助这里的青蛙恢复了原有模样。

据该剧导演朱振兴介绍，在打造这部
儿童剧时，他希望为孩子们打开一个艺术
思维的想象空间——用丰富的舞美制作、
精心设计的灯光效果、鲜明的人物塑造和
多元化的音乐，带领孩子们在儿童剧中学
习更多有用的知识。

线上展演“青蛙王国”
小朋友看得挺过瘾

“看哭了，保护孩子们撤退戏份很真
实。”

“看到‘铁血少年队’在战争中历练，
令人动容。”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
爱奇艺口碑8.3分，刚上映便抢占该平

台热播榜、飙升榜、战争榜前列，在各平台
话题热度已破亿……究竟什么电影这么

“燃”？
“电影《铁血抗联之血战松山涧》（以下

简称《血战松山涧》） 7月27日正式上线。
影片历时3年策划筹备，拍摄用了近两年时
间，后期制作在长春和北京两地完成，用时
近8个月。”《血战松山涧》总策划、东北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殷晓峰介绍说，“从反
馈中不难看出，这部以东北抗联历史为创作
大背景的作品，在观众心中立住了。”

英雄情怀激励团队集结创作

由一群孩子组成的“铁血少年队”瞒着
杨靖宇偷袭日军补给站，一番激战后，敌军
临死前发出了信号弹……一开篇，战场的胶
着感和紧张感瞬间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再定
睛一看，饰演杨靖宇的演员不正是李元芳、
燕双鹰等角色的塑造者张子健吗？陈康、李
威、曹阳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为《血
战松山涧》的故事演绎上了“保险”。

再看演职人员表，导演韩雨江是地地道
道的长春人。“我们商量要以‘抗联魂’为

主题拍一部系列电影，全貌展示东北抗联精
神，讲好中国故事。”韩雨江说，怀揣英雄
情怀，主创团队迅速集结，剧组244人、47
辆车于2020年、2021年冬季两赴长白山区
拍摄。

驻扎长白山区啃下“硬骨头”

为什么非要坚持在冬季到长白山区拍
摄？“为了真实还原杨靖宇将军带队抗日的
严酷环境。”据该片总出品人、东北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李书春和张群介绍，当时全
员在高山雪林间安营扎寨，需要克服气候多
变等不利因素干扰，不分昼夜抢时拍摄。

拍摄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克服冷的极限，
但最危险的却是面对实打实的爆破场面。据

韩雨江回忆，当时拍摄日军轰炸我军密营的
一场戏时，张子健坚持亲身上阵。“山上的
雪已经没过腰间，张子健不慎左脚踩到炸
点，导致左脚粉碎性骨折。但他非常顽强，
没等痊愈就返回片场，带伤坚持拍摄，保证
了角色的完整呈现。”

独特视角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血战松山涧》讲述了杨靖宇率领东北
抗联战士，为保护无辜老百姓和“铁血少年
队”安全撤离，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故
事。与以往抗联题材作品以杨靖宇为核心展
开故事不同，该片借由“铁血少年队”的视
角，让观众看到了饥肠辘辘的抗联战士们，
将自己仅有的一把粮食汇集给大部队；看到
了杨靖宇将一碗热汤分给了冻坏的老百姓；
看到了战士们爬雪山、喝雪水、斗黑熊……
独特视角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这才是正能
量影片所能带给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教育意
义。”观众宋新城如是说。

目前，《铁血抗联之浴血冰凌花》的剧
本创作已启动。“我们要拍一部铁血女兵题
材影片，换女性视角来讲述东北抗联故
事。”韩雨江说。

《铁血抗联之血战松山涧》网络热映

咱长春人拍的电影口碑“杠杠的”
本报记者 毕馨月 实习生 赵倍聪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实习生赵倍
聪）5日19时，“爱在吉林 乐享盛夏”交响
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奏响。

这场音乐会是第九届吉林省市民文化
节文艺演出板块重点活动之一，长影乐团
献奏了10余首脍炙人口的中外经典曲目。
一曲气势恢宏的管弦乐《我的祖国》拉开演
出序幕。在长影乐团常任指挥曲鑫的指挥
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红海行动》《勇敢的心》《阿拉丁》等
中外曲目相继奏响。

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黎、青年歌唱家
柳婷、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方美花献上拿手
节目：《百年》《我的太阳》高亢嘹亮；《山歌
好比春江水》《在希望的田野上》深情歌颂
祖国大好河山；《我爱你，中国》引发全场共
鸣……在男女声二重唱《饮酒歌》的轻快旋
律中，交响音乐会完美落幕。

“爱在吉林 乐享盛夏”
在长影音乐厅奏响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7日，记者
从长春万达影城获悉，8月20日起，长春
万达影城欧亚新生活店杜比影厅、长春寰
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PRIME影厅，将开
展莎士比亚戏剧影像展，届时，《哈姆雷
特》《李尔王》《威尼斯商人》等优秀戏剧
作品，将通过大银幕传递给长春观众。

据长春万达影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实
况电影以科技手段打破地域及时空局限，
将舞台演出带出剧院、带进影院，让更多
观众能在影院零距离体验剧院里的戏剧现
场感受。20 日，《罗密欧与朱丽叶》《哈
姆雷特》将为影像展启幕，办展期间预计
展映20场。

万达影城将举办
莎士比亚戏剧影像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中国皮划艇协会7日
消息，当地时间6日，在加拿大达特茅斯举行的皮划
艇（静水）世锦赛中，中国奥运冠军组合徐诗晓／孙
梦雅获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林文君／帅常文
斩获女子双人划艇200米银牌，东京奥运会亚军刘浩
搭档季博文获得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铜牌。

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徐诗晓／孙梦雅
延续了今年5月世界杯捷克拉齐采站夺冠的好状态，
250米后的分段成绩便排名第一，最终成绩是2分01
秒26，领先第二名乌克兰组合多达2.06秒，第三名
归属匈牙利组合，成绩是2分04秒70。

赛后徐诗晓表示，能够来到这里与这么多高水平
选手比拼感到很荣幸，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训练取得更
大进步，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一个好成绩。

孙梦雅说：“这次比赛我们发挥得比较好，我们
的对手也很强，都在提高，这次比赛是对我们前期训
练成果的肯定。”

在女子双人划艇200米决赛中，林文君／帅常文
以 45 秒 24 的成绩获得亚军，仅落后冠军、古巴组合
0.14秒。刘浩搭档“00后”小将季博文征战男子双人划
艇500米赛场，后者是陕西全运会该项目冠军，两人在
比赛中表现不俗，以1分46秒90的成绩获得铜牌。

皮划艇（静水）世锦赛：

徐诗晓／孙梦雅夺金

新华社突尼斯8月6日电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盟 （WTT） 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比赛6 日结束，中
国队选手收获女单、女双冠军。

张瑞在女单决赛的对手是14岁的日本选手张本
美和。张本美和在总比分1比3落后的情况下将比赛
拖入决胜局，此后两人竞争依然激烈，最终张瑞以总
比分4比3胜出。

两对中国队组合会师女双决赛，蒯曼／张瑞在先
失一局的情况下，以3比1击败队友何卓佳／石洵瑶。

男双决赛在中国队的赵子豪／薛飞与日本组合张
本智和／木造勇人之间展开，双方战至决胜局，张本
智和／木造勇人以3比2取胜。

男单冠军归属二号种子卡尔德拉诺，这位巴西名
将在决赛中以4比1击败法国选手亚·勒布伦，后者
在前进道路上先后击败了头号种子张本智和、中国队
的薛飞以及2019年世乒赛亚军法尔克，可谓本项赛
事男单最大“黑马”。

混双冠军已于5日产生，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张
本美和在决赛中以3比2险胜中国台北组合冯翊新／
陈思羽。

乒乓球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

中国队收获两项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世界田联官网消息，
在当地时间6日进行的2022赛季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
亚站比赛中，中国选手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
获得第三名。

虽然本站比赛距离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结束不到两
周时间，但是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的世界名将大多选
择参赛，其中包括东京奥运会亚军、世锦赛铜牌得主
朱亚明。当日比赛中，他六轮试跳有四跳成绩超过
17米，最终以17米25的成绩获得季军。

来自古巴的迪亚斯·埃尔南德斯凭借第二轮跳出
的17米53获得冠军。世锦赛冠军、葡萄牙的皮查多
以17米29的成绩摘银。

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

朱亚明三级跳远摘铜

据新华社巴黎8月6日电 法甲足球联赛卫冕冠
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6日的比赛中，凭借内马尔和梅
西的出色表现客场以5比0大胜克莱蒙队，取得新赛
季“开门红”。

由于姆巴佩因伤缺阵，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加尔
捷本场派出梅西、内马尔和萨拉维亚的前场组合。巴
西球星内马尔是球队获胜的第一功臣，他不仅在比赛
中首开纪录，还上演助攻“帽子戏法”。

第9分钟，内马尔禁区内抽射得手，吹响了“大
巴黎”进攻的号角。随后，他又先后助攻阿什拉夫与
马尔基尼奥斯，帮助球队在上半场取得3比0领先。

下半场，第80分钟，梅西从中场一路带球狂奔，
突入禁区后将球分给左路插上的内马尔，后者回做给梅
西，阿根廷人轻松推射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4比0。

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刻属于梅西。第 86 分钟，
他接帕雷德斯传中，禁区内胸部停球后直接破门，这
粒进球引来不少克莱蒙队球迷起立鼓掌。

法甲新赛季首轮：

梅西 内马尔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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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
落地后的第一个
暑假，记者在山
西等地了解到，
假期体育培训广
受欢迎，机构报
名培训人数较往
年有明显增加，
体育场馆人流量
增长。与此同时，
消费者对体育培
训的科学性与规
范性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此方面
还有提升空间。

进入暑假，位于山西太原的山西省体育场明
显热闹起来，到处是孩子们运动的身影。华舰体
育场馆管理公司董事长胡文戈说，该场馆内共有
十几家体育培训机构，7月以来场馆日均人流量
增长到 6000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 25％，
其中大部分是参与锻炼的青少年。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体育类培训成为更
多家长和孩子在假期的选择。杭州童乐牧野体育
俱乐部负责人吴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过去暑假，体育培训班往往要到下午4点以后
人才会多起来，但今年假期从早上8点到下午6
点，有时甚至到晚上8、9点场馆都是满的，以

前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体育培训行业进入了

快速发展期。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体育培
训相关企业共有4.5万家，其中一半以上是近两
年注册的。

从事少儿体育培训10余年的爱酷体育在全
国100多座城市有门店。其董事长郑东东说，暑
期以来门店销售额普遍增长20％左右。一些机
构还探索在传统球类、体能等项目基础上拓展业
务，组织与体育相关的研学、露营、远足、赛事
等活动，受到不少家长和学生欢迎。

对行业规范提出更高要求

体育培训相关企业数量近两年激增

随着学生家长对课外体育培训愈发重视，他
们跟踪了解课程内容的愿望更加强烈，对培训的
安全性、规范性、科学性等要求也日益提高。

王女士给6岁的儿子报了足球培训班，但几
节课下来，她有些困惑。“一次课一个半小时，
每次都是前一个小时拿着球做游戏，后半个小时
练练带球。运动量是有了，可不同阶段有什么教
学目标，我们做家长的不是很清楚。”她说。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毛振明认
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身心特点，体育
培训最好有针对性、系统性、科学性，才能保证
训练效果。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有一些体

育培训机构仍然把重点放在抓运营上，对课程与
教学的深入研究不足，不少项目也缺少成熟的教
学理论和课程体系。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张莹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好的儿童体育教练需要
经过长期培养，除了要具备专业体育技能和知
识，还应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培训机构负责人也向记者坦
承，由于暑期市场火热，大量体育专业在校大学
生进入行业，经过短暂培训即上岗，“速成教
练”培训少年儿童的情况不在少数。

培训应让孩子真正爱上体育运动

业内人士指出，“双减”后课外体育培训行
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进一步细化政策设
计，加强专业指导，引导和促进这一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使其真正发挥“以体育人”的作用。

毛振明认为，作为学校体育的一个补充，课外
体育培训行业的火爆总体来说是一个好现象，它代
表孩子们能花更多时间锻炼身体；接下来应进一步
规范体育培训市场，提高教练的资质和能力，提升
教程的科学性、专业性，通过体育培训让孩子们真

正爱上体育运动，只有这样行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记者了解到，“双减”政策出台后，有《体

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
管工作的通知》《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等文
件出台，规范行业发展。郑东东等人建议相关管
理部门与机构加强沟通，推动政策细化完善、加
快落地，同时在政策过渡期内对体育培训机构加
强指导帮助，促进体育培训市场良性发展。

（据新华社电） 7日，沧州雄狮队球员奥斯卡（中）与广州队球员
黄光亮（左）在比赛中争顶。当日，在中超联赛第11轮
比赛中，沧州雄狮队2比0战胜广州队。（新华社发）

近日，在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
区文汇街道一体
育运动培训学校
教室内，孩子们
在练习轮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