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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会：绿茵场上放飞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讯 记者石伟报道：近日，福州市出台实施意
见，提出要把福州打造成特色体育强市，提升体育产业规
模。力争到 2025年，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1000亿元，
体育产业在福州新区有效集聚。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要达到常住总人口数的 52%以上，打造 5 至 7 个大型
品牌赛事；加大榕台体育交流合作，形成 3 到 4 个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特色体育交流品牌；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与销
售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 50 家以上产值超过 1 亿元，10
家以上产值超过 10 亿元，1 家以上产值超过 50 亿元的大
型体育企业；建立特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县（市）区
主城区 10分钟健身圈。

福州打造特色体育强市
力争 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1000亿元

“福州的体育人口占人口总
数的 50%，有超过 10 万名登山
爱好者。福州现在已逐步成为

‘运动之城’‘活力之城’。‘每天
运动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
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作为本
届青运会的主办城市，福州市市
长杨益民在谈到福州市的全民
健身氛围时充满自豪感。

杨益民说，第一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落户福州，对于首次
承办这样高规格比赛的福州是
一次考验。近年来，福州市除了
在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

“硬件”方面花大力气，还在“软
件”上下足了功夫。在过去的两
年里，福州引进了环福州·永泰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铁人
三项洲际杯赛、亚排联洲际杯
沙滩排球赛、国际网球巡回赛
福州站等国际赛事，还成功承
办了龙舟、举重、蹦床、击剑、田
径、门球等项目的全国比赛。承
办这些大赛的目的，是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
体育赛事，营造一个良好的体
育氛围，同时培育福州的体育
市场；是为了锻炼办赛团队，为
青运会累积办赛经验；是对福
州市民文明观赛进行的预演，
让人们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高素
质的文明观众。

福州市举办青运会，在推
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同时，也
给福州的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提
供了一个绝好的展示舞台。杨益民说，为把青运会的筹备过
程变成普及全民健身知识、强化全民健身意识、提高全民身
体素质的过程，福州自获得主办权以来，广泛开展了“全民
健身与青运同行”活动，陆续举办了迎新年10万人健步行
活动、海峡两岸10万人登山活动、千人横渡闽江活动等一
系列体育活动和赛事，群众体育获得蓬勃发展。

作为生态城市，福州市宜人的气候也使它成为一个
天然的户外运动场。杨益民说，福州市经常参与锻炼的市
民人数在全国大城市中保持领先，而数量双过百的草根足
球和草根篮球队伍更成为群众体育的出彩之处。通过坚持

“大型集中与小型分散”相结合的原则，福州市把举办大型
赛事与指导乡村、社区、部门、学校、行业和群众体育组织
举办体育赛事结合起来，使涵盖各类人群的体育健身竞
赛、展示、交流活动相互交融，形成“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
动，节庆有重点，季节有高潮，长年不断线”的活动格局。通
过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营造了全民“走近青运、参与青
运、享受青运”的良好氛围，既推动了福州体育事业发展，
也让广大群众从筹备承办青运会工作中得到实惠，全市人
民的健身意识明显增强，健身条件明显改善。近年来着力
打造的“环西湖体育圈”“闽江边体育圈”等，城市社区“十
分钟健身圈”已初步形成。

谈到青运会的延伸效应，杨益民说，相信在青运会
的助力下，福州的体育人口将不断增加，福州的竞技体
育和全民健身运动将得到更好发展，体育之精神、健康
之理念也将常驻“有福之州”。

用青运精神提升全民健身事业

—
—访福州市市长杨益民

本报记者

石

伟

没有奢华的背景，没有绚丽的烟花。10000多名
群众演员用精彩的表演演绎出一场气势宏大的开幕
式。10 月 18 日下午，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第一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在福建福州市拉开帷幕。

由发祥于 1988 年的全国城市运动会更名而来
的全国青运会，运动员参赛年龄为 14至 21岁。

青运会组委会文化教育部负责人介绍说，青运
会赛区遍布福建省，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
需求，组委会以福州赛区为中心，在全省各赛区设
置了各种主题类型的文化教育活动，围绕“海西文
化”“台海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红土地革
命文化”等主题设计开展形式丰富的交流活动。这
些活动将青年特色、运动特色、文教特色、地域特
色、两岸特色和海丝特色加以巧妙融合，通过安排
赛前、赛中、赛后不同阶段精彩纷呈的内容，为青
少年运动员增添了丰盛的文化营养。形式多样的展
示类活动、交流类活动、体验类活动、互动类活动和
表演类活动，让运动员和当地青少年得以进行充分
的融合和交流。

以青少年为主体规划和设计的文化教育活动，
自始至终秉持青少年的创意和青少年的参与理念。
以“青少年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惊喜不惊喜”为
标准。青运村内设计的“文创小屋”和“海丝文化屋”
两个项目由在校的大、中学生自行设计主题和活动
内容，让青少年的创意和动手能力在这里得以充分
释放。他们或运用新媒体技术、3D 打印技术、互联
网+概念；或是个人的小发明小创造，通过同学们的
双手将一个个新奇、鲜活的体验小屋展示给运动员。
在这里，青少年成为活动的第一主角。

青运会组委会负责人说，青运会设计的每项活
动都注重教育意义，让参与者能从中受益。在福州主
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活动通过展示福建和福
州寿山石雕、软木画、提线木偶、脱胎漆器、福州三宝
等非遗文化，让运动员了解和体验中华民族非物质
文化的精粹和魅力；青运村设置的文化长廊向参赛
运动员全方位展示中华文明、福建文化、福州元素，
让运动员们在赛事之余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精彩
的参与互动是提高各项活动吸引的一个有效途径。
主办方设计的“冠军有约”活动，邀请青运会冠军、优
秀运动员参加演播室的访谈并回答青少年的提问。
通过热烈的现场互动，让青少年感受冠军和优秀运
动员身上宝贵的品质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开阔视野，
激励成长。在青运村设立的“志愿+”青运志愿文化
体验活动，以环保体验、手工作坊、文化沙龙等各种
形式的志愿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运动员参与志愿服
务，体验志愿文化。

组委会文化教育部负责人说，根据国家体育总
局提出的首届青运会“要创新办法，把体育与文化教
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广大运动员在赛场内外受到文
化熏陶，提升综合素质”的要求，在赛前、赛中、赛后
组织了多项针对青少年健儿的文化活动。

赛前,百万青少年阳光体育展示交流、青少年
“迎接青运会，共绘福文化”绘画作品征集、“相约福
之州”海峡两岸摄影作品和 DV 作品征集、“舞动的
青春”校园健身操大赛、海峡两岸青少年篮球、羽毛
球比赛、海峡两岸青少年“登鼓山迎青运”健身活动
等成为大赛热身内容。

赛中，体现文化、教育和体育竞赛的融合，在比
赛期间设计了“冠军有约”“志愿+青运志愿文化体
验活动”“青运日志”“触摸福地、走进福州”“非遗记
忆”“文创小屋”“海丝文化屋”“我的梦”“炫青春”“中
国有福青春有梦”等 10项文化教育活动。

赛后，青运在继续。通过赛后的系列活动，继续
扩大青运会的影响，延伸青运会教育文化与体育竞
赛在青少年一代中的持续影响。

本届青运会从开幕式、闭幕式到接待、安保以及各
项后勤保障，不见奢华的场面，没有豪华的阵容。“科学
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是组委会坚持的办赛理
念。福州市市长杨益民告诉记者，作为本届青运会的主
赛区，福州市从顶层设计上结合“十二五”发展规划，
完成了“一县一区一场馆”的目标，同时也考虑到场馆
在将来如何向群众开放和场馆的市场化开发。在经费使
用上，开闭幕式不请明星、火炬采用网络传递、将已出
售尚未交付的商品房作为赛事运动员教练员临时驻地、
低价购买青奥会使用的比赛器材等。在开支监管上，建
立了科学的财务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各项支出控
制在预算之内。为了提高办赛效率，从全市各部门抽调
人员参与青运工作并建立了人员考评机制，构建起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筹备工作管理网。

为科学合理安排场馆布局，福州市按照“能用不
改、能改不建、科学建设、长远考虑”的要求，在满足
第一届青运会比赛场馆需要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满足群
众健身需求、赛后的使用与商业开发等用途。近年陆续
新建和改建的 15 个大型体育场馆分布于各区县市，赛后
的开放运营将采取多种不同形式。海峡奥体中心等市属
体育场馆由国有企业福州市文投集团统一运营管理。企
业化的管理在有效提高场馆利用率的同时，也要肩负起
全民健身的义务，免费、低收费地向市民开放。采取
BOT 运营模式建造的水上运动中心将在民营企业运营
20年后移交给当地政府。

按照“能借不租、能租不买”的原则，青运会的节
俭办会体现在方方面面。青运会使用的家具家电、办公
用品等，采购自南京青奥组委会的旧有设备；执委会办
公场地租用地处偏僻位置的金山工业区管委会；建立了
一整套强化财务、采购、资产等领域的制度体系；最大
限度地缩减了志愿者数量，每 1 名赛会志愿者平均服务
约 20 名福州赛区参与人员；演员人数是历届此类规模运
动会中数量最少的一次，团体合练和彩排时间也由通常
的 3个月缩短到 1个月。

“科学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是本届青

运会组委会坚持的办赛理念。在开支监管上，建

立了科学的财务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各项

支出控制在预算之内

青运会申办伊始，福州市委、市政府就确定了青运
会作为推动全市各项工作的抓手，“以会带城、以会促
城、以会美城”的思路。从 2011年开始，在“迎接青运
会、扮美福州城”的工作方针指导下，福州市各项与之
配套的城市改造工程次第展开。一个个场馆建设项目、
一条条连接场馆的城市道路、一项项美化绿化城市的建
设工程让福州成为大型建设场地。福建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杨岳表示，要以举办首届青运会为契机，加快建设
体育设施，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有效促进体育消费，让
百姓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幸福。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福州城市建设步伐进一步加
快。旧屋区、城市路网、内河得到改造并加建了一批人
行步道、自行车道、登山步道、栈道。与此同时，城市

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福州市请来国内交通问题专家，针
对交通堵塞问题进行会商；对夜市摊点、渣土车加大管
理力度。在这样的氛围下，福州市民素质得到进一步提
升，将青运会与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相结合，让百姓在
关注青运、参与青运的同时提升基本素质。内河整治全
面铺开，城市路网改造和提升全面加快，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包括建筑立面改造、旧屋区改造、城市绿化全面
提速。旧屋区改造由五年提前到在三年内全面启动。城
市绿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城区的绿化、花化、亮化进
行了改造升级，河网、绿地相融合的城市慢行系统初见
雏形。

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福州市先后投入 50 多亿元
对全市 115 条主次干道沿街立面和 126 条背街小巷进行
了综合整治。完成了闽江两岸沿线以及跨江桥梁夜景灯
光的提升改造，对闽江两岸洪山桥至闽江大桥段视觉通
廊范围内重要建筑物和沿岸重要节点的夜景照明进行建
设提升改造，对二环线部分楼体夜景灯光进行了提升。
一座山水相依、整洁美丽的城市为青运会送上一份丰厚
的大礼。

以举办本届青运会为契机，福州市将加快建

设体育设施，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有效促进体育

消费，让百姓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幸福

赴一场青春的盛会

青运会，是绽放青春、挥
洒热情、追逐梦想的体育盛
会。这里有对“更快更高更
强”的不懈追求，见证着青年
人的成长、蜕变和超越。

青运会接轨于青年奥运
会，承接其注重教育和文化
交流的理念。青运会脱胎于
城市运动会，是重塑体育价
值观、承应中国体育转型的
重要平台。

作为首届青运会的主办
城市，福州市迎来了发展体
育产业的新契机，他们将加
快建设体育设施，有效促进
体 育 消 费 ，培 育 壮 大 体 育
产业

首届青运会作为第一次以青少年运动健

儿为主体的大型赛事，成为了健儿们青春的

逐梦场和放飞场。同时，在赛前、赛中、赛后

组织多项针对青少年健儿的文化活动，集中

持续地扩大青运会的影响

“办一场科学、节俭、高效的青运会”

以会带城、以会促城、以会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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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矿泉水是本届青运会唯一指定用水，图为

工作人员在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陈上元摄

为保障青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中石化福建公司开

展了“拥抱青运，共享蓝天”活动，支持“清新福建”生态省

建设。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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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开幕式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主体育

场举行。

①① 本届青运会的会旗本届青运会的会旗。。

②② 群众群众演员在开幕式上放飞气球。

③③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本届运动会吉祥物““榕榕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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