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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曳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袁将
于 2023年 1 月 1日起施行遥 这
是该法自 1995 年颁布施行后袁
时隔 27年袁 进行的第一次全面
系统的修订遥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 野社会体
育冶的章名修改为野全民健身冶袁把
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写入法律曰
将野学校体育冶的章名修改为野青少
年和学校体育冶袁 把青少年和学校
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曰
野竞技体育冶一章袁突出运动员权利
保护袁精准施策尧多措并举尧全面发
力曰增加野体育产业冶一章袁促进体
育产业提质扩容袁发挥体育作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作用曰
增加职业体育内容袁促进和规范职
业体育袁 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体系曰
增加野反兴奋剂冶一章袁坚决维护体
育运动的纯洁尧 健康和公平竞争曰
将野体育社会团体冶的章名修改为
野体育组织冶袁着重对单项体育协会
的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作出规定曰
增加野体育仲裁冶一章袁明确国家建
立体育仲裁制度袁及时尧公正解决
体育纠纷曰增加野监督管理冶一章袁
统筹发展与安全袁加强体育行业监
督管理等遥

在新修订的体育法中袁 没有
与野中国体育彩票冶相关的文字表
述袁但通读后袁又感觉方方面面均

与体彩息息相关遥从下面的两处条
文或许能感受到体彩的无形力量遥

第二章野全民健身冶第二十三
条野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未成年
人尧妇女尧老年人尧残疾人参加全民
健身活动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袁为未成年人尧妇女尧老年人尧
残疾人安全参加全民健身活动提

供便利和保障遥 冶
多年来袁 体彩在助力全民健

身方面不仅身先士卒袁 还一马当
先遥 遍布城乡的全民健身路径袁多
由体彩捐建曰破解野健身去哪儿冶难
题袁 体彩率先拿出方案曰 打造野15
分钟健身圈冶袁 体彩的身影闪现其
中噎噎作为野体育事业生命线冶和
野公益事业助推器冶袁体彩长期支持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袁从场馆设施修
建到全民健身活动袁体彩公益金一
直是全民健身发展的强大支持遥
2019年度袁 国家体育总局投入本
级体彩公益金 38.69亿元支持体
育事业发展 袁 其中群众体育
26.8796亿元袁占 70%袁用于援建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

器材尧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尧组织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与
宣传等遥 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袁
体彩自始至终发挥着巨大作用遥

第三章野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冶
第二十五条 野噎噎体育行政部门
应当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尧组织体
育训练尧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尧管理
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为学校提供

指导和帮助袁并配合教育行政部门
推进学校运动队和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遥 冶

大家熟知的 野公益体彩快乐
操场冶就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一
项公益活动袁主要面向边远贫困地
区尧 缺乏体育器材的中小学开展遥
该项目最早由河北省体彩中心在

2011年推出袁2012年袁国家体彩中
心经过多次考察和调研后袁决定把
野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冶活动推向全
国袁到现在已持续 10年袁在为边远
和农村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了体育
器材的同时袁 还送去了健康与快
乐袁 并因此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遥
此外袁2019年袁国家体育总局在支
持U系列赛事体系建设 渊青少年
赛事活动冤方面袁共支出 3.72亿元
体彩公益金袁 安排了 610场次的
U系列赛事活动袁共计 23万余名
青少年参赛遥 同时袁为解决基层体
校长期缺乏赛事的问题袁推动各级
各类体校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针
对各级各类体校举办了游泳等 6
个项目的全国体校 U 系列锦标
赛袁近 2800名运动员参赛遥

这只是全民健身尧 青少年和
学校体育两方面的事例袁如果联系
新修订体育法的其他章节袁体彩所
释放的能量无处不在遥 不过袁体彩
历来行事低调尧不事张扬袁始终默
默无闻地奉献遥新修订的体育法中
虽然没有关于体彩的表述袁但此时
无声胜有声遥

荫时评

此时无声胜有声“从我做起，将爱心传递”

●玩转新媒体

姻记者王青报道
如果仅看名字袁陈大大更趋

向于男性袁但这里所说的却是一
位漂亮姑娘袁一家体彩实体店的
代销者袁还是河南漯河体彩爱心
团队的成员遥 她健康阳光尧积极
向上袁她在野好看视频冶上分享自
己生活与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遥通
过宣传体彩袁 她想让购彩者了
解袁 体彩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袁
始终秉承责任体彩理念袁服务于
需要帮助的人遥

野我是陈大大袁 现在是早上
8点 20分袁 我已经来到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漯河分中心遥
今天袁我这么早就到这里是为了
参加一次集体行动袁因为我是体
彩爱心团队的成员遥 稍后袁我们
就要出发袁去慰问一些有家庭困
难的体彩代销者遥我们为他们准
备了不少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遥帮
助他人要从身边做起袁他们都是
我的同事袁所以这是我们的分内

之事遥 冶
陈大大与同事们这次参与

的活动是 野漯河分中心关爱代
销者的慰问活动冶袁一行人驱车
来到了第一家体彩实体店袁大
家一起把米面油袁 还有牛奶搬
进了店里遥他们没有多耽搁袁马
上又赶往第二家有困难的实体
店遥

这些实体店的代销者都是

一些身体残疾尧 行动不便的人袁
看到同样来自体彩的问候袁他们
都非常感动遥 接着袁体彩爱心团
队的成员们又来到第二家要慰

问的实体店袁代销者早已站在门
口迎接他们遥大家把大包小包的
慰问品搬进屋里袁代销者被感动
得说不出话遥紧接着袁第三家尧第
四家同样如此噎噎体彩爱心团
队不辞辛苦遥

陈大大最后说院野结束了一
天的慰问袁我已经回到店里袁参
加完这次送爱心活动袁 我感觉
收获很大遥 体彩是非常讲人情
的团体袁在关心同事的同时袁我
们还会有一些爱心操场捐赠尧
爱心助学尧爱心助残等活动袁这
些体彩爱心活动让我觉得非常
有意义袁 这些捐赠活动中也包
含着购彩者的一份爱心遥 我们
会让这份爱心接力传递下去袁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遥 从我
做起袁将爱心传递袁让我们一起
加油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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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年女性群体常年在体彩捐建的乒乓球场打球，她们因此收获了健康、自信、快乐

一定要向体彩转达谢意
姻记者王青报道

常言道袁巾帼不让须眉遥在中
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袁 有不
少巾帼英雄在逝去的烽烟中袁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从替父从军
的花木兰到重掌帅印的穆桂英袁
她们的故事代代流传袁 激励着亿
万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尧共创美好遥

在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的

今天袁有这样一群老年女性袁每天
活跃都在乒乓球运动场上袁在体彩
搭建的健身路径中袁 她们挥拍娴
熟袁银球飞舞遥 几位女性的平均年
龄在 60岁以上袁 最年长者已接近
80岁遥 她们常年坚持打乒乓球袁在
很多同龄人还在为家务羁绊的时
候袁她们却潇洒走进运动场袁享受
着快乐的健身时光遥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
路的塔院小区袁 是一个环境优美尧
绿树如茵的社区遥沿着曲折幽静的
小路信步而行袁便能隐约听到野乒
乒乓乓冶的声音遥循声而去袁眼前竟
然出现了一个乒乓球练习场遥这里
共有 6张球台袁四周严密地围着专
业的隔离网遥社区内开辟如此大型
的球场袁在北京为数不多遥

走进球场大门袁 便能看到乒
乓球台均被运动者占满袁 他们两
两对阵袁各显绝技遥 仔细看袁这里
打乒乓球的人以男性为主袁 而靠

近场边的一张球台周围袁 却站着
七八位老年女性袁 她们正在目不
转睛地看着其中两位打乒乓球遥
只见两位选手长球尧 短球切换自
如袁高抛尧提拉游刃有余遥突然袁大
家异口同声地说院野换人浴 冶原来这
两位选手已经决出胜负遥

趁着中场休息袁 记者与其中
的一位女士攀谈起来遥 这位女士
姓张袁 就住在塔院小区遥 张女士
说院野我们几个老姐妹每天上午都
来打乒乓球袁一直打到中午遥下午
还有一波姐妹袁 她们也在这里打
上半天遥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袁
乒乓球运动能锻炼腿脚袁 对我们
来说袁这项运动没有任何风险袁我

已经在这儿打了五六年遥 冶
记者问院野疫情期间袁 你们如

何健身钥 冶张女士说院野在这里打乒
乓球的姐妹袁有本小区的袁也有外
面来的遥疫情期间袁小区实行卡口
管理袁外面社区的姐妹没法进来袁
只有本小区的人可以在这里锻

炼遥这个室外练习场非常安全遥我
们每天都来袁 社区防疫管理也很
严格袁一直没出现问题遥 冶

这时袁 旁边的几位女士也围
拢过来袁 她们纷纷谈起运动的感
受遥说到锻炼的原因袁有几位女士
竟然都是因为看孙子时袁 常看别
人打乒乓球才参与运动的遥 没想
到这种无心插柳式的观摩袁 竟然

激发了她们的运动兴趣遥 一位 70
多岁的女士说院野看到别的姐妹天
天在这里打球袁我非常羡慕袁觉得
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应该丰富多

彩袁不能整天在厨房里转悠袁健康
是靠汗水换来的遥 冶

张女士接着说院野这个乒乓球
场是体彩出资捐建的袁 标牌上写
着耶体彩公益金捐赠爷袁我们特别
感谢体彩袁 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
公益善举袁我们在这里锻炼身体袁
每天都觉得特别充实尧快乐浴乒乓
球是我们的国球袁 在全国开展得
最普遍袁男女老少都能打袁这个运
动可不是男人的专利遥 冶她指了指
旁边正在打乒乓球的一位老爷子
说院野他可是我的手下败将遥不过袁
我们平时都是姐妹之间比拼遥 我
们有时双打袁有时单打遥这儿有位
打得好的姐妹袁 她参加过区业余
乒乓球比赛袁都进决赛了遥 冶

张女士说完袁一位面色黝黑尧

身材瘦削的女士走过来袁她姓李袁
正是刚才介绍过的野高手冶遥 李女
士拿起一只球拍袁 说院野咱们还是
来真格的吧袁单打还是双打钥 冶张
女士说院野好袁单挑吧浴 冶只见两位
女士各就各位袁左脚稍前袁右脚稍
后袁摆好攻防姿势准备开战遥李女
士发出一个高抛球袁 球拍斜推送
球袁显示出高超的球技遥两位女士
你推我挡袁上下翻飞袁完全看不出
她们是 60多岁的老人遥几位站在
一旁的女士也看得津津有味袁像
是观看一场专业比赛遥

最后袁 几位女士嘱咐记者袁
一定要向体彩转达谢意遥 她们
说袁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乒乓球
场袁让她们不用远足就能享受乒
乓球运动带来的乐趣遥她们在这
里挥洒汗水尧收获健康袁让更多
的人看到院女人在任何年龄都可
以自信尧快乐遥

20多年来袁公益体彩一直致
力于发展全民健身活动袁 以人民
为中心袁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身需求袁 这也是公益体彩一
直践行的初心与使命遥 在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下袁 这项公益事业不
断发展尧方兴未艾遥 如今袁全民健
身路径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袁它
们静静地陪伴在百姓身边袁 是值
得信赖的野健康护卫冶遥

乒乓球运动成为老年女性的健身护卫 王青/摄

陈大大

两位老人台上对决 王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