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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体育惠民工作蓬勃开展

重庆体彩“健康欢乐送”多点开花

近年来袁 为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健身需求袁 让每位市民

都能科学地动起来袁 重庆市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大力贯彻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袁 努力践行社会
责任袁 在为重庆市体育事业和
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筹集资

金的同时袁 持续开展系列为民

惠民公益项目袁 普惠数百万基
层百姓遥 其中野健康欢乐送冶项
目以全民健身为载体袁 把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全民健

身相结合袁 旨在让老百姓用自
己最喜欢的方式袁 乐享公益体
彩为自己和身边群众带来的健

康与欢乐遥

重庆市体彩中心自成立以来，已为重庆市体育、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民生等公益事业发展累计筹集公益金超 100亿
元。此外，重庆体彩每年持续开展系列民生公益活动，有将免
费健身房直接建到百姓身边的“公益体彩·快乐操（广）场”计
划，有助力竞技体育、支持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新长城计
划”，还有关注百姓健康健身需求，发放“菜单式”运动补贴的
“健康欢乐送”活动，深受百姓喜爱。近日，“健康欢乐送”活动正
在重庆各区密集上演，为重庆市民打包送上健康和欢乐。

“武术进乡镇”活动开展

6 月 26 至 30 日 袁2022
年中国体育彩票健康欢乐送
野喜迎二十大窑武术进乡镇冶
活动在高新区金凤镇成功举
办遥

为期五天的中国体育彩
票健康欢乐送野喜迎二十大窑
武术进乡镇冶 活动在金凤镇
各社区依次展开袁 主办方还
分别在各个活动现场进行了

党史知识普及袁 开展了体彩
知识问答尧武术散打尧武术套
路尧自由搏击尧成人太极拳尧

走马故事尧 川剧等传统文化
展示互动袁现场氛围热烈袁掌
声连连遥
每一场活动后袁 主办方

还为广大居民开展了公益散

打课袁散打基础动作尧自卫训
练尧脚靶训练尧特技和擂台对
抗等项目的展示让居民们看

得目不转睛袁 教练们轮番上
场袁一个个身手矫健袁出手干
脆利落袁挥拳尧踢腿尧后空翻尧
侧空翻等动作刚劲有力袁展
示了中华武术的风采遥

日前袁 中国体育彩票健
康欢乐送 野奔跑吧窑少年冶
2022年重庆市儿童青少年主
题健身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

暨永川区校园体育大课间展

示活动在重庆市永川区五洲
小学举行遥

首先袁参会领导和来宾现
场观摩了永川区五洲小学校
3700余名师生参与的学校大
课间活动展示遥 之后袁参会领
导尧来宾及五洲小学部分师生
在该校学术报告厅袁举行了活
动启动仪式遥 活动还对 2021
年 6月份启动的 野2021年重
庆市耶奔跑吧窑少年爷主题健身
活动暨首届校园大课间展示

活动渊永川赛区冤冶的获奖单位
和个人进行表彰袁优秀学校代
表和优秀学生代表作了精彩
发言遥

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杜

学勇表示袁野奔跑吧窑少年冶儿
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自
2021年实施以来袁为儿童青少
年提供了丰富尧便捷尧经常的
体育健身服务袁对儿童青少年
健康成长尧全面发展起到较大
作用遥永川区以校园体育大课
间展示活动为载体袁发动全区
290余所中小学尧 幼儿园开展
活动袁直接参与的儿童青少年
达 17万余人尧86万余人次袁发
挥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遥

“奔跑吧·少年”活动开启

近日袁中国体育彩票野健
康欢乐送冶 走进合川区尖山
小学袁 为师生们送去了一场
健康又欢乐的趣味运动会遥

为吸引更多孩子主动参
与袁此次 2022年中国体育彩
票野健康欢乐送冶合川区尖
山小学趣味运动会在项目

设置上重点融入趣味两字袁
如宝贝新娘尧 齐心协力尧地
道英雄尧单人跳绳尧集体跳
绳尧 两人三足尧野我是乔丹冶
等 7 个深受孩子们喜爱的
趣味运动项目遥 在两人三足
这类团队趣味运动中袁有的

孩子刚开始参与时还表现得

十分紧张袁 通过自发组团反
复练习后袁 不仅紧张感消失
了袁 小队员间也越来越默
契遥

整个趣味运动会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莫过于参与人数
众多的集体跳大绳项目袁老师
们也参与到激烈的比赛中与

同学们并肩作战遥 一根根彩
绳尧 一个个纯真的笑脸在灿
烂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遥 大
家在运动中为同一个目标努

力袁展现出团结拼搏尧永不服
输的体育精神遥

校园趣味运动会落幕

6 月 15 日袁由中国体
育彩票支持开展的 2022
年中国体育彩票 野健康欢
乐送冶 重庆市九龙坡区老
年人太极拳比赛在九龙印

象篮球公园成功举办袁赛
事吸引来自 17 个基层老
体协的 18 支队伍 220 余
人参与其中遥

比赛现场袁 老年运动
员们宝刀未老袁 各个全神
贯注尧精神抖擞遥伴随着悠
扬的音乐响起袁 老人们缓
缓起势袁 身体缓缓地舒展

拉伸袁动作以匀求活袁以慢
生柔袁刚柔并济袁一招一式
中刚劲有力袁 一张一弛柔
顺绵长袁 出拳又如行云流
水袁松静自然袁不仅将太极
拳的阴阳变化尧 和谐之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袁 也充分
展示了重庆老年人健康阳

光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袁 为现场观众
送上了美的享受遥 经过多
轮精彩角逐袁最终袁九龙街
道老体协代表队获得优胜
奖第一名遥

老年人太极拳比赛举办

6 月 12 日袁由中国体
育彩票支持开展的 2022
年中国体育彩票 野健康欢
乐送冶九龙坡区野童心向党
强国有我冶 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九龙坡赛区预选赛火
热开赛遥 本次比赛共分 U9
和 U10两个组别袁16支小
学球队参与其中袁 最终决
出 4支获胜队伍进入四区
总决赛遥

比赛开赛当天袁 虽然
天空飘起了小雨袁 但浇不

灭小球员们的足球热情遥
比赛跌宕起伏袁 参赛队员
们在攻防两端所展现出的
精湛的脚法尧完美的盘带尧
犀利的射门尧默契的配合袁
引得现场观众呐喊声尧叫
好声此起彼伏遥

经过 24 场精彩绝伦
的足球对决袁U9组中的九
龙坡区实验二小和田坝小

学及 U10组中的铝城小学
和兰花小学出线袁 晋级到
四区总决赛当中遥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赛

经过 3 天的精彩角
逐袁 由中国体育彩票支持
开展的野健康欢乐送冶青少
年篮球邀请赛在重庆知易
外国语学校落下帷幕袁赛
事吸引了 60 支球队共
1000余人参与其中遥

此次中国体育彩票
野健康欢乐送冶 青少年篮球
邀请赛分为 U8尧U10尧U12
三个组别遥赛场上选手们个
个精神饱满全身心投入比

赛袁 观众时而屏息凝神袁时
而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遥

在三天的比赛中袁参
赛小运动员们自觉遵守比
赛规程袁听从指挥袁服从裁
判袁发扬野友谊第一袁比赛
第二冶和野更高尧更快尧更
强冶 的体育精神袁 顽强拼
搏袁 奋力争先袁 赛出了风
格袁赛出了友谊袁赛出了水
平袁 涌现了一批篮球水平
较高的中小学生遥

青少年篮球邀请赛举行

日前袁 由中国体育彩
票支持开展的 2022 年中
国体育彩票 野健康欢乐
送冶九龙坡区老年人气排
球比赛在印象汇屋顶篮

球公园成功举办袁 赛事吸
引到来自全区的 13 支代
表队 渊6 支男队尧7 支女
队冤参与其中遥

比赛场上袁 运动员们
纷纷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袁
发挥勇于拼搏的精神袁积
极展示出较高的气排球

竞战术能力袁高水平的切
磋与竞技让各参赛运动队

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袁大
家对气排球运动的兴趣也
因比赛的开展变得越来越

浓厚遥
经过两天的激烈比

拼袁 重庆市委党校老体协
等 4支男队尧 西彭镇老体
协等 4 支女队获得优胜
奖袁 另有 3支女队获得优
秀奖遥

渊李玲冤

老年人气排球比赛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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