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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他们带头刻苦训练，还给其他队员免费提供训练用

的饮水和食品，并将影城暂时开辟为队员们的休闲休息
场所。

家住大祥区紫霞社区的周秀花老人已经年逾八旬。
2013年底征地拆迁时，她曾多次开导儿子支持国家建
设。现在，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都要去市体育中心附近遛
遛弯。“200多万棵绿化树，栽满道路两边和小游园，这
里不是天堂是什么？”老人很是得意自己当初的“英明”。

市体育中心的邵水对岸，有一座乡村幼儿园。8月6
日，该园园长带着全园12名女教师来到执委会，要求集
体成为省运会志愿者。“预计省运会期间，我市将有上千
名志愿者参与盛会服务。”邵阳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
刘军风介绍。

运动员摩拳擦掌

本届省运会，我市将派出671名运动员，参加成年组
所有14个项目和青少年组21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全体
运动员正在领队和教练的带领下，挥汗如雨投入训练。

8月5日，由邵阳市委宣传部、邵阳市文联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省运之光”摄影比赛获奖作品揭晓。评委们从
3000多件摄影作品中，评选出一等奖3件，二等奖5件，
三等奖8件，优秀奖30件。透过这些参赛作品和获奖作

品，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我市参赛运动员刻苦训练、勇
夺金牌的豪气和底气：

一等奖作品《冠军的起点》，生动再现了我市游泳运
动员“如鱼得水”的欢快；

一等奖作品《搏》，展示我市青少年篮球队勇于拼搏
的精神；

一等奖作品《摔跤吧》（组照节选），淋漓尽致反映了
我市摔跤运功员千锤百炼、敢于拼搏的风貌……

而在更多的训练一线，运动员们的汗水在默默流淌：
邵阳自行车代表队唯一的女队员李思虽然2017年

曾获“长沙市九运会自行车赛”第一名，今年也获“中国
第九届环北里洲自行车赛第一名”，但为了冲刺省运会
金牌，自7月15日以来，21岁的她开始全天候在训练场
地苦练；

在市一中羽毛球场，已经有近20年球龄的邵阳羽
毛球队队员何邵兵每天仍旧坚持挥拍1万次以上；

在市体校气排球训练馆里，教练刘俊带着最高年龄
52岁、最低年龄46岁的邵阳气排球女子甲组队的“阿姨
们”训练得汗湿衣背……

“总的来说，我市成年组代表队主要在羽毛球、健身
球、武术、自行车、乒乓球等项目上具有优势；青少年组
主要在羽毛球、射击、游泳、摔跤、跆拳道等方面具有优
势。”我市一名资深体育人士介绍道。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0 个全民健身日。
近年来，全民健身的推广将民众获取健康
的方式由被动化为主动，健身方式更加多
元，健身场地更加丰富。随着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期望日益提高，也对健身事业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认为，打造健康中
国，当从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做起。

从“要我健身”转向“我要健身”

27岁的娄琦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几
年前她生了一场重病。按照医生建议，她开
始“泡”健身房进行康复训练，身体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如今，每周至少三次的健身活
动已成为她繁忙生活的一部分。“把健身当
成一种习惯，越来越离不开了。”娄琦说。

在盛夏的哈尔滨，每天傍晚，松花江
畔灯火璀璨，广场舞、模特步成为江边一
景。今年 70 岁的贾秀珍和姐妹们身穿华
服，随着轻扬的音乐跳起欢快的舞蹈。在
她看来，坚持锻炼让自己始终保持年轻的
心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正在让老
年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优雅。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副主任
周丽君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民众生
活改善，人们健身休闲的意识和需求不断
增强。相比高昂的医疗成本，低门槛的健
身运动成为人们放松身心、调节身体的重
要方式。健身方式多样，健身效果提升，越
来越多人实现着从“要我健身”到“我要健
身”的转变。

公共空间+网上平台
健身场所开放多元

有了“想要健身”的理念，接下来要考虑
“去哪儿健身”。从拓展公共运动空间到开辟
移动互联领域，各地全民健身“妙招”频出。

在杭州市滨江区，到钱塘江南岸的闻
涛路跑步、快走、骑车，已成为不少居民晚
饭后的“保留节目”。脚下红蓝相间的跑道
依江而建，犹如一条条五线谱镶嵌在江堤
上，人们则化身灵动的音符。

杭州市滨江区住建局规划科负责人介
绍，以前的闻涛路只是一条普通的沿江车

道，如今经过整体规划，分成漫步道、跑步
道、骑行道和机动车道4个部分，供不同运
动需求的群众使用，整体长度达15.5公里。

每天都来江边跑步的杭州市民赵欣
琳说：“以前地面铺地砖，不太平整，换成
塑胶跑道跑起来脚感更好，也有利于保护
膝盖。”

除了开发利用现有运动场所，一些地
区还向桥下“要”空间。杭州市钱江世纪公
园从沪昆高铁大桥底部“孕育而生”，形成
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体育场，包括多
个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和多张乒乓球台。

“桥下公园成了篮球‘主场’，是件很酷的
事情。”杭州市民陈胜说。

在重庆，24小时智能健身房的出现吸
引了一批年轻人。24小时自助健身、按分钟
计费，既满足时间不固定的健身爱好者的
需求，又融入了移动互联网的健身乐趣。

打造健康中国 我们仍在路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
识也不断增强。下一步，如何打造健康中
国，实现全民健身强国？上海大学体育社

会学教授陆小聪认为，要想将健身变成一
种全民习惯，应首先把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作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
为百姓提供充足、便捷的健身空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周丽君指出，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
石，全民健身将获取健康的方式由被动化
为主动，防病于未然，让人的身体、心理和
社会行为都处于完好的运行状态，是实现

“健身梦”的重要途径。
为促进健康事业可持续发展，业内人

士建议，政府在合理增加社会体育资源有
效供给的同时，更要科学、有序、长远地规
划体育产业，避免产业重复建设，积极发
挥市场作用，助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不
断优化升级健身消费和服务项目。

当前，随着智能科技不断进步，智能
体育产业化可以有效提升运动品质。一些
业内人士指出，政府应当进一步扶持和发
展“互联网+体育”，使之成为群众健身的
新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全民健
身增添新的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全民健身，向美好生活出发
——写在第10个全民健身日

新华社记者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图为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健身爱好者齐跳健美操。新华社发（苏巧将 摄）

李子洲，1892 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
县。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
入哲学系学习。

1920年1月，李子洲与旅京陕西学生
创办了《秦钟》月刊。次年10月更名为《共
进》。他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又是《共
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

1923 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
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李子
洲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在他的指导下，绥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
了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社，创办

了进步刊物《陕北青年》，引导大批青年
走上革命道路。

1924 年冬，李子洲等人在四师成立
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
帮助榆林中学和延安四中建立了党团
组织，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
军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
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百余名官兵加
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他还组织成立了陕
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反
军阀斗争。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执委委员，分管组
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子洲和
陕甘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了西安人民讨
蒋游行示威，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蒋介
石的反革命罪行。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
西进行“清党”，李子洲被迫转入地下坚
持斗争。7月，中央撤销陕甘区委，成立陕
西省委，李子洲当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
部长。同年9月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
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

1928年11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
省委书记。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
子洲被捕入狱。同年 6 月 18 日在狱中病
逝，时年36岁。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
记者 李浩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
电 针对美方决定自 8 月 23
日起对约 160 亿美元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 8 日发表谈话
指出，美方这一行为又一次将
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

十分无理的做法。中方为维
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多边贸易
体制，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决定对约 160 亿美元自美进
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与
美方同步实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中方决定对约160亿美元
自美进口产品采取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 8日电
（记者田晓航 王宾）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8 日就长春长
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续
种补种有关费用问题发出通
知说，为维护接种者合法权
益，各接种单位在狂犬病疫苗
续种补种、跟踪观察工作中，
不得向接种者收取费用，有关
费用由接种单位垫付，作好记
录，保存相关费用单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7 日联合
印发《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

病疫苗续种补种方案》。方案
指出，续种补种工作按照尊重
科学、知情公开、自愿免费的
原则进行。为接种过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
犬病疫苗且尚未完成接种程
序者，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他
公司合格疫苗。

此外，卫生健康委8日印
发《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
接种者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
医务人员手册（试行）》，供各
地卫生计生部门和医务人员
参考使用。

卫生健康委：

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
接种者续种补种免费

新华社北京8月 8日电
（记者 罗争光）记者8日从民
政部获悉，日前已出台部门规
章《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并对外公布，将于2018年9月
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慈善
组织公开募捐、重大资产变动
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
往来等情况，要向社会公开。

办法明确，慈善组织应当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
公开的范围、方式和责任；应
当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
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
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根据办法，慈善组织应当
公开的信息包括：办法规定的
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和财
务会计报告；公开募捐情况；
慈善项目有关情况；慈善信托
有关情况；重大资产变动及投

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
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法
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办法同时规定，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还应按
年度公开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
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
金额，并公开本组织出国（境）
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招
待费用、差旅费用的标准。

办法还规定，慈善组织不
及时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或
者公开的事项不真实的，任何
单位或个人可以向民政部门
投诉、举报。民政部门可以要
求慈善组织就信息公开的相
关事项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
进行约谈，并向社会公开。慈
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中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
定的，民政部门应当进行记录，
并将相关情况通报有关部门，
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9月1日起施行

规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重大资产

变动等情况须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