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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广东体育援藏

体彩支持粤藏体育交流
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开展

吉林通化体彩
让“冰娃”“雪娃”圆梦快乐童年

1月 10日袁由江西省文明办
主办袁 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协办的全省道德模范与 野身边好
人冶现场交流活动暨 2021年下半
年野江西好人冶发布仪式在鹰潭市
余江区隆重举行遥

2021 年下半年 野江西好人
榜冶 共有 81 位身边好人光荣上
榜遥 对于承载着公益使命的体育
彩票来说袁关爱好人尧帮扶好人尧
全力支持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袁 是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在赣鄱大地上履行社会责任尧践
行公益理念的进一步升华袁 是一
道靓丽的野江西体彩风景冶遥

自 2017年 6月开始袁江西省
体彩中心积极参与好人帮扶工

作袁 持续向每位入选的 野江西好
人冶捐助 3000 元野体育彩票帮扶
奖励金冶袁用实际行动诠释国家公
益彩票的责任和担当遥 截至 2021
年 12月袁江西体彩累计已向 854
位 野江西好人冶 发放帮扶奖励金

256.2万元遥通过帮扶野江西好人冶
以及自 2020年起延伸启动的 20
余场系列野好人故事会冶进基层公
益活动袁 体育彩票向全社会传递
体彩的温暖袁向好人致敬尧为文明
添野彩冶遥

本次活动在由体彩公益金支
持建设的余江体育馆举行袁 现场
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搭建了
大型公益主题背景板袁 并利用彩
虹门尧门型架尧空飘等物料多方位
宣传体彩公益品牌袁 传递中国体
育彩票 野公益体彩窑乐善人生冶的
公益理念遥品牌宣传区里袁摆放的
叶全民健身特刊曳叶江西省体育彩
票 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曳等宣传
资料袁引来不少参会者的翻阅遥

野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袁我才
知道体育馆等健身场地的建设袁
原来有着体彩公益金的巨大支
持遥体彩不仅帮扶好人袁还在社会
公益事业中发挥出了这么多贡

献遥冶来自宁都县的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廖竹生说到遥
以民为本凝心力袁 携爱出发

创美好遥 江西体彩结合精神文明

建设开展好人帮扶公益活动袁在
全国体彩系统开创先例袁 成为实
现野建设负责任尧可信赖尧高质量

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 发展目标
的生动实践遥

渊吴宁冤

1 月 10 日袁2021 年 野中国
体育彩票冶 西藏林芝体校赴粤
冬训体能大比武活动在广东省
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举行袁西
藏林芝体校 27 名运动员及教
练员全员参与袁 活动进一步推
动了广东体育援藏工作袁 加强
了民族友好交流遥

本次体能大比武比赛分为
三个项目袁立定跳远尧15米伊6折
返跑和耐力跑遥 2012年伦敦奥运
会跳水冠军张雁全参加了活动袁
现场为师生们加油打气袁当技术
指导袁普及相关运动知识遥 张雁
全表示袁这次活动不仅让林芝体
校的学生得到广东高水平教练
员的指导与训练袁还是一次选拔
更多优秀体育苗子留在广东培
养的机会袁也为西藏竞技体育储
备更多优秀体育人才遥 他认为加
强体能很重要袁教练员会根据体

能状况尧运动员自身的特点风格
加以指导袁希望今后能培养出更
多的冠军遥

活动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
大力支持袁优胜者还获得体彩吉

祥物乐小星等精美礼物遥 广东体
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袁中国体
育彩票来之于民尧 用之于民袁广
东体彩积聚社会爱心袁在援藏工
作中发挥了应有作用遥 渊粤彩冤

1 月 8日袁 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银川市
野迎冬奥冶2022年冰上龙舟比赛在银川市阅海滑雪
场拉开帷幕遥

本次比赛共有 20支代表队参赛袁设置男子渊12
人冤冰上龙舟 100米尧200米直道竞速尧女子渊12人冤
冰上龙舟 100米尧200米直道竞速尧混合组渊12人冤
冰上龙舟 100米尧200米六个比赛项目遥

赛事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遥 现场袁体
彩通过公益展示尧 品牌展示等方式为比赛加油喝
彩袁并鼓励社会大众和中国体育彩票一起袁积极投
身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中遥憨态可掬的乐小星
成为全场焦点袁 现场群众纷纷与乐小星拍照合影遥
另外袁 众多体育爱好者在激情燃烧卡路里的同时袁
也体验了一把即开型体育彩票的乐趣袁为新的一年
增添了更多欢乐遥

据了解袁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冰雪运动需
求袁助力冰雪运动发展袁在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2月期间袁中国体育彩票为宁夏广大群众奉上各项
野体彩杯冶冰雪运动活动尧赛事尧冬奥知识学习及答
题抽奖等多项野冰雪盛宴冶袁邀请全区人民共迎冬奥
盛会尧同创美好生活遥 渊宁彩冤

1月 6日袁由吉林通化市体
彩中心举办的青少年滑冰尧滑
雪公益教学体验活动正式开
启遥 这是通化体彩连续第三年
开展针对青少年冰雪运动的公

益教学活动袁在体彩的助力下袁
已经有近千名野冰娃冶野雪娃冶参
与到冰雪运动中袁 感受到了不
一样的快乐童年遥

野注意腿部用力袁再向下遥 冶
滑冰教练李昊伦对参与公益教
学的小学员仔细纠正腿部动
作遥 在通化市滑冰馆里袁数十名
来自通化不同地区的青少年正

在教练的指导下袁 在冰面上畅
滑遥 这些青少年从 4岁到 12岁
年龄不等袁 稚嫩的脸上都显出
极其认真的表情袁 即便在休息
的空暇时间袁 仍有不少小学员
在进行基础练习遥

野我是快大茂镇中心小学的
学生袁非常喜欢滑冰袁滑冰的时
候感觉特别快乐浴 冶小学员王博
冉开心地表示袁以前都在江边面
上滑袁现在有机会能在这样漂亮
的场馆里滑冰感觉很开心遥

滑冰教练李昊伦曾经是全
国短道速滑冠军袁他表示通化的
孩子们对滑冰非常有热情袁学习
起来也非常快袁野感谢体彩的支
持袁圆了孩子们的滑冰梦遥 冶

在龙头雪村滑雪场袁丁乐尧
刘鹏博等五位滑雪教练把小学
员们分成不同的组别袁 通过专
业的教学指导袁 刚开始还在雪
场里野蹒跚学步冶的小学员们袁
已经能够熟练地独立滑雪了遥
虽然小脸都冻得红红的袁 但他
们开心的笑声格外清亮遥

野作为曾经的运动员袁我对
冰雪运动有非常深的情怀袁当
时发起这项公益教学活动的初

衷是源于看到很多孩子在冬天
的江面上滑冰袁 我通过了解得
知通化市周边地区的孩子没有
机会参与到滑冰尧 滑雪这样的
冰雪运动袁 为了让喜爱冰雪运
动的青少年有能够能到正规的
指导袁 所以我们积极促成了这
项冰雪公益教学活动遥 冶通化市
体彩中心姜德昌介绍说袁 青少
年是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石袁通
过冰雪进校园尧 公益冰雪教学
等形式袁 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
的开展和普及遥

在通化体彩的努力下袁邀
请到 10余名通化市知名滑冰尧
滑雪专业教练为青少年提供教

学指导袁通化市滑冰馆尧龙头雪
村滑雪场为公益教学免费提供
场地遥 其中通化市滑冰馆的建
设也得益于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袁里面可以开展花样滑冰尧冰
球尧冰壶等冰上项目的训练袁对
通化市培养滑冰人才袁 发展冰
雪产业袁备战冬奥会尧促进全民
健身起到巨大推动作用遥

体彩公益金为吉林省冰雪
项目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袁 据统计袁 仅 2020
年袁 吉林省级部门体彩公益金
共有 1.42亿元用于支持全省体
育事业发展袁 尤其在支持青少
年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积极
贡献遥 渊吉彩冤

江西体彩向野江西好人冶发放帮扶奖励金

爱冰雪 同喝彩———

体彩助力银川市“迎冬奥”2022 年冰上龙舟比赛

野冰娃冶感受冰上快乐

现场群众抢着与乐小星合影

西藏林芝体校赴粤冬训体能大比武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