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体教融合

体彩助青少年“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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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文化和体育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缺一不可。多年以来，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青少年

文体教育，促进体教融合，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近日，青海、宁夏、北京、江苏等地分别举办相关活动，为青少
年提供更好的参与文体活动的条件。

荫时评

铁打的“体彩杯”

江苏：社区足球合家欢拉开帷幕
近日袁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

金会尧省足球运动协会共同主办
的 野江苏体彩公益行要要要2021
第三届江苏省社区足球合家欢冶
开幕式在江北新区研创园举行遥
来自南京的 300 多位爱好足球
运动的家庭齐聚江北新区遥

南京市浦口区特殊教育学
校的自闭症孩子们也来到现
场袁 为大家带来精心准备的诗
歌朗诵袁 场面温馨感人遥 江苏
省足球运动协会秘书长程兵代
表基金会向该校捐赠了一批儿
童足球袁 用于支持孩子们开展
足球活动遥

今年袁社区足球项目在前两
年的运作基础上袁更加注重家庭
理念袁并将赛事活动与公益紧密
结合袁继续推出野江苏体彩公益
行要要要2021 第三届江苏省社区
足球合家欢冶项目袁主要包括三
个主题活动院

一是社区足球公益联赛遥以
公益服务社区的理念袁组织社区
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袁进行社区足
球赛事遥

二是社区足球公益周遥 野公
益周冶是集社区公益赛事尧社区
足球启蒙乐园尧社区公益活动为
一体的大型互动周末活动遥营造

亲子家庭的足球氛围袁将合家欢
的理念传递到社区尧家庭尧亲子
等社会群体中去遥

三是社区特殊儿童家庭体
育关怀遥本次社区足球项目践行
野体育+公益冶的理念袁每支球队
在参与比赛的同时袁还将献出爱
心袁为社区特殊儿童家庭送去体
育关怀遥

野江苏体彩公益行要要要2021
第三届江苏省社区足球合家欢冶
的开展袁 通过足球赛事+足球启
蒙乐园+公益项目的模式袁 在传
递足球野家冶公益的理念的同时袁
让足球运动在社区扎根袁让更多
社区家庭尧青少年包括特殊儿童
等群体享受足球运动乐趣袁体会
足球运动精神遥

宁夏：举办儿童体育锻炼达标赛
6月 1 日袁 由宁夏社会体育

服务中心和宁夏体彩中心主办的
野中国体育彩票杯冶2021 年宁夏
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曳达标赛渊儿
童组冤 活动在银川市兴庆区十六
小举行遥

比赛内容包括 30秒跳绳尧立
定跳远尧绕杆跑尧坐位体前屈等内

容遥 跑道上袁学生们全力冲刺袁用
青春挥洒着汗水曰绕杆跑比赛上袁
学生们身体灵活迅速袁 不断超越
自我曰立定跳远比赛上袁预摆尧起
跳尧腾空尧落地的动作要领在学生
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袁掌声尧加
油声尧欢呼声此起彼伏遥
宁夏体彩通过举办 叶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曳 达标测验赛袁 落实
野健康第一冶的指导思想袁有力地
加强了学校体育工作袁 推动青少
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
展袁引导广大青少年重视体育尧参
与体育袁养成运动习惯袁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尧 增强体
质尧健全人格尧锻炼意志遥

北京：两项 U系列赛同日开启
进入六月袁2021 年度北京市

青少年 U系列冠军赛及学校体育
竞赛活动渐趋高潮遥 6 月 5 日袁
野中国体育彩票杯冶2021 年北京
市青少年 U系列少儿游泳比赛暨
第三十一届北京市儿童游泳比
赛尧野中国体育彩票杯冶 中小学生
校际冰球联赛同日启动遥

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在海
淀区复兴路 69 号凯迪拉克中心
举行袁 本次选拔报名人数达 814
人袁创历年新高遥 其中袁北京市青
少年队还将保持 10 支队伍的建
制 袁 具体包括 U10尧U12尧U14尧
U16尧U18五个年龄段的男队及女
队各一支遥比赛现场袁北京市冰球
运动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邢隺为参
赛选手点赞袁野中国体育彩票杯中
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是本市最高

水准的青少年冰球赛事之一袁在
联赛的促进下袁 每年每支队都有
小球员加入袁 冰球青少年运动员
不断扩充袁队员常续常新袁为冰球
运动的发展普及储备了力量袁而
且联赛水准高袁起到了练兵作用袁

极大促使北京市的所有球员竞技
水平不断提高遥 冶

同日袁2021 年北京市青少年
U系列少儿游泳比赛暨第三十一
届北京市儿童游泳比赛开幕袁小
选手出色发挥袁赛出了专业水准遥
北京市青少年 U系列冠军赛

及学校体育竞赛活动是北京市体
育局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推
出的尧面向青少年的品牌赛事袁旨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野强化

体育课和课外锻炼袁 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袁体魄强健冶的要求袁不
断增强青少年的体质袁 进一步推
动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工作
的开展袁 促进青少年学生体育运
动水平的提高袁发现尧选拔尧培养
体育后备人才遥近年来袁该项赛事
得到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
持袁 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青少年运
动员梦想启航助力袁 为实现健康
中国尧体育强国持续助力遥

广东：中小学生三人篮球赛落幕
近日袁2021 广东省年韶关

市第 27届野中国体育彩票冶中小
学生三人篮球赛在韶关市体育
馆落幕遥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韶
关市各县市区的中小学生篮球

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袁共计 185
支队伍参赛遥

韶关市 野中国体育彩票冶中
小学生三人篮球赛已经成功举
办了 27届袁 是韶关市一项青少
年体育品牌赛事袁从最初的几十

支球队逐渐扩军到今年的近 190
支队伍袁赛事的组织越来越规范
和高效有序袁深受广大中小学生
的喜爱和欢迎遥通过四天精彩激
烈的角逐袁 共进行了 404 场比
赛袁决出了各组别的前八名遥

韶关体彩表示袁将一如既往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
发展袁 助力打造更多高水平尧高
规格体育赛事袁推动韶关全民健
身的广泛开展袁宣传公益体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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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体育赛事中袁很多

野体彩杯冶已成惯例袁每年都会定
期举办袁 让青少年们赴体彩之
约遥

近日袁青海野中国体育彩票
杯冶青少年围其定段尧升段赛拉
开战幕袁 吸引 1766名小棋手报
名参赛袁 将进行 1万余场比赛遥
青海体彩从 2016年起为该项比
赛冠名袁 为青少年棋手搭建学
习尧比赛的平台遥

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冠军
赛及学校体育竞赛活动已举办
多年袁近年来得到中国体育彩票
的冠名支持遥 系列赛项目众多袁
除了游泳外袁 还有球类项目尧冰

雪项目等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参
与体育比赛的机会遥

此外袁广东韶关的中小学生
三人篮球赛尧江苏的社区足球合
家欢赛事均已举办多年袁也都得
到中国体育彩票的助力支持遥

野体彩杯冶年年见袁许多当
年参加赛事的同学有的已升入

高一级学校袁 有的毕业走向社
会袁参与野体彩杯冶的记忆将伴
随他们的一生袁 养成的参与体
育运动的习惯也将让他们受益
终生遥

铁打的野体彩杯冶袁流水的学
生遥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了袁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入学了袁野体
彩杯冶比赛在这里等着你遥

青海：冠名青少年围棋定段升段赛
6月 12日袁由青海省体育总

会主办袁 青海省棋类运动协会承
办袁青海省体彩中心冠名的野中国
体育彩票杯冶2021年青海省青少
年围棋定段尧 升段赛在西宁市海
湖体育中心综合馆拉开帷幕袁来
自青海省各市州的 1766 名青少
年选手齐聚一堂袁 上演精彩激烈
的黑白较量遥

近年来袁 在中国体育彩票的
大力支持下袁 青海省围棋氛围日
渐浓厚遥本次定段尧升段赛不仅让
孩子们在棋盘之间通过竞技提升
了实力袁更是思维尧意志上的深入
锻炼袁既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袁
也弘扬了传统文化袁 促进青少年
的全面发展遥

比赛现场袁 小棋手们静坐于
棋盘前袁 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变幻
的棋局袁从容应战袁小小的棋盘上
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对决遥

本 次 比 赛 共 进 行 7 轮
12362 盘棋的较量袁比赛采用中

国围棋协会 2002 年制定的 叶中
国围棋竞赛规则曳遥 同时此次赛
事在以往赛事的基础上袁 加强
了比赛安全保障尧 疫情防控等
措施袁 控制比赛规格及参赛人
员比例袁 在优化裁判员队伍建
设尧 严格赛风赛纪管理方面做
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和要求遥
围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瑰宝袁 是一项非常有益于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智力运动袁 有益
于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尧 智力开
发遥 野中国体育彩票杯冶2021 年
青海省青少年围棋定段尧 升段
赛的成功举办袁 充分展示了青
海省围棋运动的现状袁 通过比
赛检验教学成果袁 从而培养和
发现后备人才袁 推动青少年围
棋事业发展袁 带动更多人关注
和参与到此项智力运动中遥

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

参赛小棋手众多

孩子们在游戏中爱上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