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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老人
们一致反映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
通山县规定，每四年举办一次老年体育运
动会。已经举办了三届。每次运动会，县
四大家只要在家的领导必须参加，大会开
幕式由县长主持，县委书记讲话。闭幕式
由分管县领导主持。谈到这些，老人们一
脸笑容十分自豪。县每两年举办一次，由
四大家分管领导参加的老年体育工作专
题会议，由县办发文通知，全县各单位，各
乡镇分管领导参加。这一点十分难能可
贵。上行下效，全县各级领导十分重视。
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朝庆关心老年
体育工作，亲自过问、现场办公。去年年

初，投资50万元，在一中建教育系统老年
人活动中心，面积1200平方米，包括一个
标准的大棚草坪门球场，一块露天健身场
地，一栋综合活动楼。县电信局去年将原
来的沙地门球场改为草坪，并新建10平
方米工具房 ，20平方米的歇阴棚。县公
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风光同志，十分重
视老年体育工作，他亲自陪同老年体协的
同志选址，将老年人活动室设在公安小
区，落实三个门档做活动室，面积达180
平方米，内设乒乓球台，健身器材，还添置
了门球棒、羽毛球等体育用品，配备了电
脑、电视机等，一应俱全。退休老人十分
满意。

通山县老年体协坚持把老年体育组织
网络向乡镇、向社区延伸，据统计，到去年
底，县直按传统划分8个系统，7个成立了老
年体协；科局单位85%建立了老年体育组
织。全县12个乡镇全部建立了老年体协，
各乡镇还设立了与县专业协会相对应的门
球、太极拳剑、乒乓球、象棋、健步分会。在
此基础上，他们还在80%的社区、近一半的
行政村成立了老年人体育组织或辅导站。
刚开始，有些人不理解，认为他们是无事找
事，也有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
不辞劳苦，放下架子，找熟人、热心人出山，
再找关键人表态，上门一次不行，二次再
来，直到老年体育组织建立为止。

老年人组织建立起来了，很多地方缺
少活动场所，他们一鼓作气，想尽办法，能

改的改，能扩的扩，能建的建，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在县老年体协努力下，全县老年
体育活动场所发生了很大变化。

县教育局、公安局、电信局等单位，根
据退休老人多等特点，指派专人，安排专
款，配合单位老年体协，在老人居住的小区
内分别设有老年活动室和活动场所。乡镇
在场地建设上也不落后。杨芳林乡各方努
力建立了老年人活动场所、室外健身场地、
羽毛球场一个；室内有乒乓球室、象棋室、
图书阅览室等。他们还在人口比较多的高
桥头村、杨芳村建立了老年人活动室。大
畈镇去年在县文体新局的支持下，先后在
高坑、板桥、官塘等5个村安装了运动健身
器材。今年，这个镇在界首正在筹资兴建
老年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

生命在于运动，老年人更需要运动。
光运动不行，还要有赛事活动。有赛事就
有吸引力。为此，通山县老年体协坚持两
手抓。

一手抓面上普及。由各级协会负责，
组织老人就近参加各种健身活动。普及活
动给通山县带来新变化。在很多活动场
所，我们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有的
打太极拳、有的打门球。南林桥镇石门村
组织了一支10名农家妇女太极拳剑队。
县协会得知情况后派专人施教指导。现
在，这些队员基本学会了24式太极拳，32
式太极剑。健步协会工作更认真，他们为
县直单位和乡镇男60岁、女50岁以上的
老人2000多人，建立了信息库，随时掌握
情况。

一手抓体育赛事活动。仅去年一年，
安排和参加的赛事活动有：

全国赛：去年下半年，在浙江江山市举
行的全国老年健身球大赛上，一举夺得健
身球规定套路第十套健身球金奖。

湘鄂赣边区赛：去年10月，县体协组织
了4个项目，27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江西
省铜鼓县举行的湘鄂赣边区第十四届老年
人运动会，取得骄人战绩。

定点赛：去年7月，由门球世界联盟湖
北分部主办，县门协承办了全省门球通山

“旅游杯”大赛。
市内赛：去年10月，咸宁市第四届中老

年人太极拳剑“九宫山杯”在通山举行。去
年11月份县门协组队参加了咸宁市第五届
老年人乡镇门球锦标赛。象棋协会组队参
加在崇阳县举办的咸宁市南三县老年人象
棋比赛……

县内比赛更多，每月都有。通过协会、
部门和乡镇组织丰富多彩的各种赛事。

通山县老年体协共有9人，正副主席7
人，正副秘书长3人。为了便于工作，常务
副主席担任秘书长，副主席兼任5个专门协
会主席。他们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59
岁。

老年体协主席成忠坤是通山县土生土
长的领导干部。他2006年从县人大主任岗
位退下来后，一直义务担任这个职务。他
体弱多病，身患高血压、脑萎缩、高血糖、痛
风等。去年10月，一年一度的湘鄂赣边区
老年体育赛事活动在江西省铜鼓县举行，
通山县组织代表团共有27名老年运动员参
赛，他不顾有病在身，不听大家劝阻，坚持
亲自带队。今年以来，成忠坤主席因轻微
脑梗住院，3月份，县太极拳剑协会举办一
年一度的总结表彰会，他带病出席。很多

老人讲，没有成忠坤主席的热心，就没有通
山县老年体协的今天。

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阮望月，大事小
事一肩挑，忙了家里忙协会，从不叫苦叫
累。今年4月13日，全市老年体协工作会
召开，成主席因病不能参加，阮望月在上海
带外甥，她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讲，马上要
老伴从通山赶到上海顶她带外甥，她赶回
咸宁参加会议。

更感人的是，老年体协工作没有一分
钱的报酬，还要倒贴。县太极拳协会副会
长莫庆伟，为了培训柔力球、健身球运动
员，她把大家带到九宫山封闭训练，协会没
有经费，她腾出自己房子让队员住，并请专
人为队员做饭。很多老同志，常年用私家
车，为大家办事，从不计较，分文不收。

1 一个发展老年体育工作的好思路 2 一套组织老年体育活动的好办法

3 一帮热心老年体育工作的老年人
4 一群支持老年体育工作的好干部

事 在 人 为
——通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调查报告

咸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 骆传勇

通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在成忠坤
主席带动下，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任何
报酬，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把一个别人
瞧不起的老年体育协会，干得红红火
火，有声有色。

中国足球
这个春天真的很火

足球改革走过一周年，新华社发文说一年的时间，国人和足球又找到了
“初恋”的感觉。女足时隔8年重返奥运、男足时隔15年重返世预赛亚洲决
赛阶段，春风般温暖全国中小学的校园足球、各地踢得火热的业余联赛……
我们和足球的感觉岂止是“初恋”，完全是甜蜜又浓烈的“热恋”。

虽然卫冕冠军恒大提前出局，但上海上港已成为亚冠夺冠赔率最高的
热门球队，这说明，中国职业足球的水平，已是稳定而持续的亚洲一流。

上周，巴西电视台说要直播中超，这周，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等欧洲足
球强国也已经开始看中超了，全世界有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火到让
你震惊。而更震惊的是，苏宁收购意甲豪门国际米兰的消息也被证实。这
个春天，中国足球真的很火！

世界排名第2的比利时、第7的
巴西、第8的葡萄牙、第14的瑞士、第
25的法国……他们都在转播同一个
联赛，是的，你没有猜错，中超联赛！
4月24日，法国MCS电视台直播了
上海申花对阵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
而当地时间4月23日，MCS已经直
播了广州富力和江苏苏宁这两大中
超豪门的对决。据拥有中超电视公
共信号制作及版权的体奥动力官方
宣布，从中超第六轮开始，全球已有
5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比赛。

欧洲直播，时间段很巴适
法国MCS电视台直播中超的消

息一出，就有网友吐槽道：“为了刺探
巴西球员的情况，法国也是蛮拼的！”
上周，巴西BandSports电视台也宣布
要直播中超，两个电视台选择直播的
场次都是一样的——广州富力VS江
苏苏宁，拉米雷斯、若、特谢拉、布鲁尼
奥和雷纳迪尼奥，这场比赛简直就是
巴西的国家德比。连专业足球评论也
认为，法国就是来看巴西队的！

事实上，法国MCS同步拿下了
法国、葡萄牙的中超独家转播权，以
及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非独家转
播权，这几个欧洲足球强队本土都可
以看中超，确实说明了中超的人气和
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张。

从转播时间看，法国MCS电视
台选择直播、重播的时间很人性化，
他们在当地时间4月23日上午9：30
直播富力战苏宁，4月24日中午13：
30直播上海申花战河北，而且两场比
赛都要在次日重播。相比巴西半夜直
播，欧洲的观众看中超要更舒服一点。

北美直播，全场次配中文
其实，最幸福的球迷应该是美国

和加拿大地区，全球转播中超的51个
国家和地区里，北美地区实现了全场
次的中文直播。在北美，中超确实很
火。据某视频网站在中超首轮后的
大数据分析显示，首轮70万海外用户
中，美国占比最高，达到29%，超过了
华人数量最多的东南亚。

中超联赛开赛时间是美国的清
晨甚至凌晨，但依然有很多在美华人
熬夜观战。著名足球评论员冉雄飞
在微博中写道，“来美国十几年了，这
样的情景，不但从没见过，也从未想
过。中国的赛事能登陆北美大陆，体
现中国整体实力提升的同时，造福海
外的华人球迷。”圈内人士分析，在美
华人里，大多数是是近30年的新移
民，不少人在国内就感受过激情燃烧
的甲A时代，如今看中超是对中国足
球的关心，也是寄托一种乡愁。

（本报综合）

大概10多年前，央视曾经做过调查，哪个欧
洲豪强在中国的球迷最多？答案竟是国际米兰。
那个时候的国米拥有一帮令人恐怖的球星，特别
是巴西球员罗纳尔多，其影响力绝对不会比现在
的C罗和梅西逊色。

如今，意甲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国米也成了落
难凤凰，但对于投资者来说，却是抄底意甲的最好
时机。据意大利《米兰体育报》报道，来自中国的
投资人苏宁集团与国米正在进行谈判，几周内就
会有结果。

负债4亿国米老板玩不下去了
上赛季，百年老店帕尔马因破产降级，这已不

是意大利足坛最近20年来的第一次了。2002
年，紫百合佛罗伦萨也曾因破产降入意丁。国际
米兰虽然没有破产，但并不意味着国米不欠债。
今年2月，据意大利《米兰体育报》透露，国米的债
务已高达4.17亿欧元，而俱乐部目前最大的股
东、印尼富商托希尔却拿不出也不肯拿出那么多
钱来投资国米。

从经营角度说，国米的负债几乎是其年度营
收额的2.5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俱乐部每年赤字
的累加。只要不盈利，债务雪球就会越滚越大。在
莫拉蒂时代，每每总是莫拉蒂本人掏钱填平赤字，
才避免了俱乐部债务膨胀。而如今，托希尔每掏一
笔钱，都是“借”给国际米兰，而且年利息8%。

在如此庞大的债务压力下，意大利媒体纷纷
透露，老板托希尔希望能够出售自己手中的股份，

不仅如此，他还私下勾搭了英超的一支球队。众所
周知，不论其他方面，英超毫无疑问是全世界商业
化最成熟的联赛。作为一个商人，而不是真正的足
球爱家，托希尔奔向油水更足的英超无可厚非。

收购股权苏宁或成第三大股东
有消息称，来自中国的苏宁集团将成为国米

的新股东。虽然国米方面多次否认，但上周末，当
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带着幕僚前往米兰，包括国米主
席托希尔、副主席萨内蒂、CEO博林布鲁克等人，
不仅带着张近东参观了国米训练基地，并前往国米
前主席、如今第二大股东的莫拉蒂家中做客，甚至
安排张近东观看了国米与乌迪内斯的比赛，这几乎
是在宣布中国资本入主国米已进入倒计时。

据《米兰体育报》报道，托希尔同莫拉蒂两人
将共同出售国际米兰的股份给苏宁，其中托希尔
出售14%的股权，莫拉蒂出售6%的股权。收购
完成后，托希尔将持有国米56%的股份，莫拉蒂
持有23.5%，苏宁持有20%成为第三大股东。据
测算，国米20%股权估值为6000万欧元左右，整
个收购过程预计在6月前能够完成。而在未来数
年内，江苏苏宁将继续收购国米剩余股份，成为蓝
黑军的控股方。

中国企业收购国米
经典的蓝黑军团将输入中国“血液”

射击世界杯

惠子程破世界纪录夺冠
北京时间4月25日消息，2016年射击/飞

碟世界杯巴西站暨里约奥运会测试赛结束了最
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
比赛中，惠子程表现出色，决赛打破世界纪录夺
冠，另一名中国选手朱启南获得第三；男子飞碟
双向比赛中，瑞典名将斯文森夺得冠军，中国选
手无人参赛。

第十比赛日率先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
姿的比赛，共55名选手参加了资格赛。中国派
出了惠子程、朱启南和曹逸飞参赛。在资格赛
中，朱启南和惠子程分别打出了 1177 环和
1176环，排名第三和第四晋级决赛，另一名中
国选手曹逸飞表现不佳，打出1164环排名第
28。决赛中，惠子程发挥极其出色，最终打出
了463.7环，该成绩也打破了男子50米步枪三
姿的决赛世界纪录；美国名将埃蒙斯获得第二，
成绩为461.6环；朱启南打出451.2环排名第
三。

西班牙禁赛或影响中国队

奥运对手成迷局
北京时间4月25日，国际篮联日前在执委

会后作出决定，将暂时禁止西班牙男篮参加里
约奥运会。原因是西班牙篮协并未取消与
ECA（欧洲篮球联赛商业资产公司）的合作。

按照分组赛程，中国男篮被分在了A小
组，已经确定的小组赛三个对手分别是美国、委
内瑞拉、澳大利亚，两个未确定的对手将从奥运
会落选赛中产生。虽然待定的对手要等到6月
时才会见分晓，但是外界预测这两支球队可能
会从塞尔维亚、法国、希腊、土耳其之间产生。
现阶段，这些队伍并不排除会受到禁赛风波的
影响。

但对于这些中国男篮现阶段是没法预测与
顾及的。中国男篮领队柴文胜就对记者说，一
方面是要看欧篮联与ECA之间的事情如何解
决；另一方面，在落选赛对手没有明确前，球队
不好对此做出任何判断。柴文胜最后强调说，
现在中国男篮就是要做好自己，为里约奥运会
做好准备，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举重亚锦赛

谭亚运夺两冠
北京时间4月25日消息，2016年亚洲举重

锦标赛昨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揭幕，中国选手谭
亚运夺得女子48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
牌，蒙成获得男子56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
金牌。

201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于4月24日-3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昨晚结束的首个比赛
日当中，中国队在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中有金牌
入账。湖南选手谭亚运以88公斤夺得抓举冠
军，挺举110公斤，最终并以198公斤夺得总成
绩的冠军。

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海南选手蒙成发挥
出色抓举126公斤获得亚军，随后挺举159公
斤夺冠，总成绩285公斤夺冠。泰国选手鲁亚
松以130公斤夺得抓举冠军，挺举154公斤获
得亚军，总成绩284公斤获得亚军。另一位中
国选手李发彬抓举126公斤并列第二，但挺举
147公斤排名第四，最终总成绩273公斤获得
季军。

19个月后林丹再胜谌龙

公开赛62冠平李宗伟纪录
林丹以2比0战胜谌龙，第六次夺得中国

大师赛男子单打冠军。在两次败给谌龙之后，
林丹终于在时隔19个月之后战胜对手，赢下了
一场在奥运会前不多的“前哨战”，取得了心理
优势。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62个单打冠军，
追平了李宗伟的夺冠纪录。

本场比赛是林丹和谌龙的第10次交锋，前
九次交手林丹以七胜二负占据明显上风，但是
林丹在2009年至2014年五年间对谌龙取得了
七连胜的压倒性的优势之后，在2015年却两次
负于谌龙，一次是全英超级赛，一次是马来西亚
超级赛。在那以后一年间两人没有相遇过。以
至于有几次超级赛林丹和谌龙分在同一区，而
林丹在前几轮就输给了低排名选手而过早出局
以后，出现过“林丹为了避开谌龙故意输球”的
流言。

林丹曾在2005、2007、2009、2010、2014
年在中国大师赛五次夺冠，本次比赛再度问鼎，
让他在本次比赛实现了六次夺冠的辉煌业绩。
这个冠军也是林丹职业生涯的第62个单打冠
军，追平了李宗伟的62个单打冠军的记录。这
一对同时代的男子单打“老冤家”，包揽了13年
来世界羽坛大部分的单打冠军，只是林丹手握
两枚奥运金牌、五个世锦赛冠军、两枚亚运会单
打金牌，而李宗伟尚未拿到过奥运会、世锦赛、
亚运会单打冠军，只是公开赛的冠军多于林
丹。他们两人及谌龙最后的决战就在里约奥
运。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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