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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66日日，“，“运动成都运动成都””成都市成都市
第四届第四届““安利纽崔莱安利纽崔莱””全民健身运全民健身运
动会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青白江文动会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青白江文
体中心举行体中心举行。。来自成都各区来自成都各区（（市市））县县
的众多代表队和个人的众多代表队和个人，，因为在全年因为在全年
全民健身活动中表现出色获得表全民健身活动中表现出色获得表
彰彰。。而由成都商报与成都市体育局而由成都商报与成都市体育局
共同主办的共同主办的20172017““我爱成都我爱成都··未名未名
体育人士体育人士””评选活动历时近评选活动历时近1111个个
月月，，也在闭幕式期间进行了颁奖也在闭幕式期间进行了颁奖。。

20172017““我爱成都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未名体育人
士士””评选活动以评选活动以““给基层体育一次给基层体育一次
礼遇礼遇””为初衷为初衷，，于今年于今年11月月1010日正日正
式启动式启动。。经过前期自荐与推荐经过前期自荐与推荐，，共共
有有120120位成都基层体育工作者和参位成都基层体育工作者和参
与者成为候选人与者成为候选人；；随后的网络投票随后的网络投票
阶段阶段，，受到了近受到了近2020万名微信用户的万名微信用户的
关注关注，，其中其中147788147788名微信用户投名微信用户投
出了自己手中宝贵的一票出了自己手中宝贵的一票；；而在网而在网
络投票阶段排名前络投票阶段排名前5050位的候选人位的候选人，，
进入了最后的专家评委投票阶段进入了最后的专家评委投票阶段。。

最终最终，，组委会综合网络投票阶组委会综合网络投票阶
段和专家评委投票阶段的总得分段和专家评委投票阶段的总得分，，
选出了选出了““我爱成都我爱成都··未名体育人士未名体育人士””
评选活动的评选活动的1010位当选者位当选者。。在当选者在当选者
中中，，有基层篮球教练有基层篮球教练、、足球教练足球教练、、排排
球教研人员球教研人员，，也有基层体育协会工也有基层体育协会工
作者……作者……

他们他们，，将青春与热血默默献给将青春与热血默默献给
成都的全民健身事业成都的全民健身事业！！不仅自己亲不仅自己亲
身参与体育工作身参与体育工作，，还用自己的影响还用自己的影响
力力，，带动身边的人参与全民健身带动身边的人参与全民健身！！

他们他们，，值得我们报以最热烈的值得我们报以最热烈的
掌声掌声！！他们他们，，配得上成都体育最高配得上成都体育最高
的礼遇的礼遇！！

最大的敬意最大的敬意，，献给成都基层体献给成都基层体
育工作者育工作者！！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实习生 李琦

白芙蓉，锦江区足协主席，现受聘从
事锦江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锦江区足
球协会的工作。1971年从成都体院毕业
后，白芙蓉被分配到西昌地区体委（现为
凉山州体育局）从事田径教练工作；1992
年被调至锦江体委业余体校，从事青少年
体育教学和田径教练员工作。2004年退休
后，她依然没有离开体育。

风风雨雨40多个年头，白芙蓉把自己

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体
育事业。40多年，她为国家、省、市各级运
动队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运动员
苗子，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均获得过优异的
成绩。“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这种普通
人也没做过什么大事业，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大家都会遇到，很平常。”谈及这些年在
工作中的付出和经历的困难，白芙蓉笑
称，都是一些普通人经历的小事而已。

在采访过程中，白芙蓉最想表达的只
有一点，“怎样才能让体育与教育密切配
合？”当前，体育和教育发展不均衡，教练
培训的力度不够，足球培训市场也需要规
范。白芙蓉期待体育和教育能密切配合，
从更深层次解决问题，为中国足球的发展
带来质的突破。

白芙蓉

黄艳，既是一名普通而狂热的乒乓球
爱好者，曾获得2016年“运动成都·定制赛
事”乒乓球奥运冠军挑战赛暨中国乒乓球
公开赛业余争霸赛的女子冠军；她又是成
都市龙泉驿区乒乓球协会会长，带动着身
边一群人坚持参与乒乓球运动。正是因为
她和很多同伴的坚守，使龙泉驿区无愧于

“中国乒乓球全民健身之乡”这一称号。
黄艳接触乒乓球很早，9岁时就有了

自己的乒乓球拍。但从1984年开始接触乒
乓球，到2004年开始接受专业的指导，她
足足等了20年。2013年，黄艳和朋友成立
了一支乒乓球队，名叫“快乐乒乓”。2015
年年初，“快乐乒乓”已经人满为患，事务
繁杂，但黄艳还是从老会长手里接过了龙
泉驿区乒乓球协会的大旗。几经周折，她
找到了一处可以长期租用的场地，作为协
会会员们平常运动的“根据地”。

经过两年的发展，龙泉驿区乒乓球协
会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拥
有会员300余人，队伍12支，每年组织各类
比赛90余场。此外，黄艳还积极推动协会
建设，举行征文活动，出版征文集《笔直的
弧线》，举办协会篮球、游泳比赛，资助困
难群众，走进学校、社区推广乒乓球……

黄艳

蒋海堂，成都市体育舞蹈协会的一名
干事。2006年，蒋海堂毕业于成都体育学
院乒乓球专业，2005年～2008年底担任业
余乒乓球教练。进入成都市体育舞蹈协会
时，正值赛事和培训逐渐增加，大大小小
的事情接踵而至。当时，计分软件和编排
软件都还不够先进，蒋海堂清楚地记得，
2009年的第一场赛事1061人参加，熬了两
个通宵，几乎是“全人工式运转”，解决了

从报名到编排，从出评分表到成绩统计等
一系列问题。

2012年在双流举行的世界体育舞蹈
节，蒋海堂有一周时间基本上都是晚上1
点多休息，早上5点钟起来继续工作。这一
年的7、8月份，据蒋海堂自己统计，按照一
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他几乎是每8分钟
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或者拨出。由于常年忙
于工作，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他一度打起
了退堂鼓，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都市
体育舞蹈协会也在不断壮大。

2016年世界体育舞蹈节，世界体育舞
蹈联合会（WDSF）授予成都“世界体育舞
蹈名城”称号。这个称号，证明了体育舞蹈
在成都的成功；而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像
蒋海堂这样普通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

蒋海堂

刘建华，成都体育学院排球教研室副
教授，成都市气排球运动的“鼻祖”。从
1971年下乡开始与排球结缘，到如今，刘
建华的大半辈子一直在与排球打交道：青
年时期，他是排球运动员；1976年毕业后，
他成为成都体院体育系排球教研室的一
名老师；1988年，他又通过了国家级排球
裁判考试。直到2014年退休后，刘建华仍
在协助成都市排协，参与组织青少年排球

比赛等工作。
“排球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刘建华笑着感叹。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从2008年起，刘建华在协助成都市
排协宣传、推广气排球运动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研讨制定了《成都市气排球竞
赛规则》。而我市小学生气排球比赛的参
赛队由最初的几支，发展至今天的280支，
刘老师功不可没。

对于中国排球未来的发展，刘建华希
望体育管理部门不仅要重提高，还要将排
球运动真正普及到大众的生活中。“不想
只看到金字塔尖的极少一部分人在打排
球，普及和提高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普
及了，才有氛围，也才能做到全民健身，最
终实现体育强国。”

刘建华

刘凌琳，已经在成都市武术协会工作
了18年。如今，她不仅是成都市武术协会
的干事，还是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和武术套路国家级裁判员。18年间，
从参与一些简单的资料收集工作，到举办
大型活动赛事，刘凌琳的工作越来越忙。
与其他协会不同，成都市武术协会要负责
组织很多太极活动，而参加活动的以老年
人居多，其中不少都不会上网，报名只能

手写，还经常不分早晚地打电话咨询相关
问题。深夜12点左右还在耐心地解答问
题，对于刘凌琳来说早已是常事。

2017年，成都市武术协会光武术项目
就有26个比赛和培训，不含非遗节的表
演，还有22场巡回培训。所有这些项目，在
正式比赛之前都需要经历好几个程序，从
最开始的策划出方案，到与主管部门报批
和沟通，再到组织网上报名，与辅导站、社
区、基层武术协会、武馆校等对接……

从最开始与武术结缘，到现在在成都
市武术协会兢兢业业工作这么多年，刘凌
琳表示，“最主要的还是武术本身的魅力，
武术很美，真的很美。不管是太极，传统拳
术，还是竞技武术，它们都能展示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

刘凌琳

现在的李联，有了一个官方头衔：成
都市毽球协会秘书长。这是一个由一群喜
爱毽球的普通人发起成立的协会，自去年
7月正式成立以来，他们不光教人踢毽球，
还组织活动与比赛。李联的梦想是，让毽
球成为成都人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1986年，19岁的李联中专毕业，进入
成都机车车辆厂工作，捧上了外界羡慕
的“铁饭碗”。在这个4万多人的厂子，李
联工作的铸工车间有300多人，除了上班
以外，工人们还会有很多娱乐活动，毽球
就是其中一项。李联曾与工友们合作，获
得过全市毽球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离
开工厂后，李联一度搁下了运动，直到
2013年在新华公园遇到了一群同样爱踢
毽球的朋友。

通过专业的咨询和准备，在成都市民

政局和体育局的支持下，2015年9月，李联
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成都市毽球协会的
成立准备，最终在2016年7月正式成立成
都市毽球协会。这是一个完全由普通爱好
者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体育组织，成立一
年多来，会员已经从十几个人涨到了500
多人。身份变了，李联却不忘初心，那就是
让毽球这项运动受到更多人的喜爱，他的
愿望是，“希望在各个公园的空地上，都能
看到人们踢毽球的身影”。

李联

桑成，成都市温江区和盛小学一名普
通的体育教师。从2008年他进入这所小学
工作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10个年头，这
些年桑成带过3批青少年女足队员，每一
批都在10人以上。这些孩子多数都曾入选
成都市代表队、四川省代表队乃至国家少
年集训队。桑成也曾多次带领姑娘们参加
成都市、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比赛，并获得
了不错的成绩。

足球事业发展难，女足更是难上加
难。但桑成作为一名基层体育工作者，从
来都是迎难而上。比起体育，在传统的观
念里，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更重视孩子的学
业。为了培养一个女足的好苗子，桑成要
不停地游走在学校、家长和孩子中间，做

各种沟通工作。
“家长不理解，教练事务多，专业培训

学习的机会少，传统更重学业的思想等
等，这些都是女足发展的难题。”桑成表
示，尽管发展难，但他仍希望中国足球能
走得更远，希望自己培养的孩子们都能走
出成都，有一天能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大
赛，为国争光。

桑成

自诩跆拳道“黑带高手”的徐春霞，其
实是一个被人轻轻一绊就要摔倒在地的

“高手”——别看她是成都市跆拳道协会
秘书长，协会旗下有大大小小数百家会员
单位。

11年间，成都市跆拳道协会从最初的
零会员单位，到现在300多家会员单位，
笑、辛苦地笑着是一种常态，这也是成都
市跆拳道协会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我
们会费尽心力，做好一切准备，哪怕是再
辛苦，协会的所有人都会笑着去面对。”徐
春霞说，“我们只是力争做到跆拳道运动
传递的十二字精神——礼仪、廉耻、忍耐、
克己、百折不屈。”

当然，作为一个市级体育运动协会，
需要发展的不止是规模，还有后续的服

务，才可能让这项运动受到更多市民的喜
爱，并一直火下去。每年暑假，是一年中跆
拳道最火的时候，各种比赛、培训和考级，
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孩子们的考级，
她和考官都会亲自上门服务，对他们的跆
拳道水平进行考核认证，各个道馆，各个
区市县，一天下来就是好几家。为了服务，
为了帮孩子们省路费省精力，再苦再累，
徐春霞还是一样的坚持。

徐春霞

张洋，现在是成都市足协U11精英梯
队教练员，同时担任武侯计算机实验小学
足球主教练。从2001年投身足球教学工作
开始，16年间，他多次带领成都队在全省
乃至全国比赛中获得冠军，为成都市足球
梯队输送了40多个好苗子。其中，冯子豪、
池典、孟俊杰、罗驰等人进入了国字号，李
小一和池典还分别进入了马德里竞技俱
乐部和法国瓦纳俱乐部学习。

“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这几年可
谓是成都足球发展最难的时期，大环境恶
劣，几乎没有孩子想来学习足球。”回忆起
那段时光，张洋说，自己一度睡眠质量很
差，天天都在发愁足球到底该怎么办。而
他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给家长做工作，向
学校推荐特长生，先帮助这些踢球的孩子

解决上学问题，让家长看到希望。
一路咬着牙，埋头苦干，张洋说所幸

坚持了过来。谈及如今足球的发展，张洋
表示：“有些浮躁，很多人都过于急功近
利，不能静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在
足球的道路上，张洋还会一直走下去，他
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认可足球对青少年
人格塑造的帮助，希望与看重学习成绩相
比，家长们同样能重视体育的重要性。

张洋

朱东，昔日的四川篮球名宿，如今扎
根成都体育学院，担任该校男篮主教练。
当运动员时，朱东是四川篮球的骄傲；而
在退役多年以后，他仍然在为四川篮球奉
献自己的热量。

退役后，朱东先是作为助教，帮助四
川金强男篮拿到NBL冠军，并冲入CBA联
赛。此后，他在四川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做了一段时间行政工作。如今的朱东，转
身进入校园，默默地教书育人，希望用自
己的经历和理念，培养更多的篮球人才。
他认为，让篮球回归校园，是中国篮球发
展必然的趋势。

出任成都体育学院男篮主教练后，朱
东已经带队获得了全国体育院校篮球联
赛亚军。他说，就目前国内的高校篮球而

言，首要的目标还是“育人”，其次才是要
求出成绩。学生们的文化课程很重要，因
此不能像专业队那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
到训练中，“大学生球员是无法在一边学
习一边训练的情况下，达到很高竞技水平
的。这也就使得中国的职业篮球联赛，无
法像NBA那样从大学里挑选人才。现在
CBA每年都会搞一次大学生球员选秀，但
从目前来看，效果并不好。”

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