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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板（7月24日） 门球（8月18日-20日） 游泳（8月） 体育舞蹈（8月） 气排球（9月） 飞镖（9月中旬） 体适能（9月底） 风筝（9月） 钓鱼（9月）部分比赛赛程

连续三年入选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正式比赛项
目，今年更是成为 2021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的第
一个开赛项目，湖北桨板联盟主席史正祥 20 日在接
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人爱水，武汉全
民健身运动会从水上运动开始，今年的桨板比赛既
可以看，也可以玩，会更加精彩刺激。”

桨板是一项新兴的时尚运动。2017 年，武汉只
有一家桨板俱乐部，会员只有 15 人。2019 年成为武
汉全民健身运动正式比赛项目后，桨板运动得到了
飞速发展。如今，武汉拥有 26 家业余桨板俱乐部，

有 2000 多人常年划行在长江、汉水或东湖之中。
2019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汉桨板人创造了
520 人的全国参赛纪录，2020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
会，武汉桨板人再次玩出新花样，在东湖上举办国内
首届板王争霸赛。“今年年初，我们组织百人桨板成
功横渡琼州海峡，同样创造了国内桨板界的先河。
可以说，武汉桨板在国内都处于领跑位置，我们现在
走到哪里，外地人都想和我们的板王斗一斗。”史正
祥笑着说。

“相比前两届赛事，今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桨

板比赛项目设置更多，既有长距离技术绕标赛，又有
近距离速度冲刺赛，既有比技巧的板王争霸赛，还有
专为普及推广桨板运动而专设的 U18、U12 两个组
别的青少年比赛，可以说集速度和激情一身，市民朋
友现场不仅可以欣赏高水平的桨板比赛，还可以通
过长江日报的征集活动去现场参加体验，相信在看
了奥运会开幕式后再来一场水上狂欢，会让‘我们的
奥运会’更加精彩过瘾。”

（长江日报记者朱文秀 通讯员胡健 实习生刘
雨涵 王永丽）

晚上看东京奥运会，白天去亲身体验“我们的奥
运会”，像奥运健儿一样挥洒汗水和激情，这个夏天
作为一名武汉人你会感到更幸福！24 日，东京奥运
会开幕式后第二天，2021 年武汉市第九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启动式暨第三届桨板公开赛将在月湖风景区
凤凰广场月影舞台前水域举行，来自武汉及周边城
市的 31 家桨板俱乐部的近 200 名桨板高手将用一场
水上狂欢来迎接东京奥运和“我们的奥运会”。

2021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由武汉市人民政
府主办，武汉市体育局承办，武汉市各单项体育协
会协办，长江日报传媒集团连续第三年组织运营。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前身为武汉社区运动会，自
2019 年开始提档升级，经过近两年的快速发展，已
经打造出直接参与人数 10w+、辐射人群 100w+的成
功模式，成为参与面最广、覆盖面最宽、影响力最大

的武汉群众体育赛事，被武汉市民誉为“身边的奥
运会”“我们的嘉年华”。

今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总共设置了 32 项比
赛 ，创 下 历 届 武 汉 全 民 健 身 运 动 会 项 目 数 量 之
最。32 项比赛中，既有足球、篮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健身排舞、武术等传统赛事，也有障碍
越野、定向赛、攀岩、徒步、飞镖、健身瑜伽等新兴
时尚运动。其中，毽球、柔力球、健身排舞、桥牌、
健身气功等深受群众喜爱的比赛，都是今年新增
设的项目。

24 日，2021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式暨武
汉第三届桨板公开赛将在月湖风景区凤凰广场月
影舞台前水域举行，这也是桨板项目连续第三年入
选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本次比赛
由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月湖风景区管理处和汉阳

区游泳和水上运动协会协办，分为 1500 米绕标技术
赛(设男子、女子组)、100 米直道冲刺赛(设男子、女
子组)、个人斗板技巧 PK 板王争霸赛、青少年 100 米
绕标技术赛（U12、U18）等四个大项。

来自武汉及周边城市的 31 家桨板俱乐部，近
200 名桨板高手报名参赛，其中年龄最小的年仅 6
岁。“本次比赛报名十分火爆，原定 8 天的报名时间
仅仅 3 天就报完，这将是武汉桨板项目最多、水平最
高的一次水上狂欢。”湖北桨板联盟主席史正祥说。

为保障赛事安全，武汉市武昌医院将为今年武
汉全民健身运动会 32 场赛事及相关体验活动全程
提供卫生防疫和医疗保障服务。养乐多（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和华为提供支持。

（长江日报记者朱文秀 通讯员胡健 实习生刘
雨涵 王永丽）

2021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式与东京奥
运会开幕式几乎同步。20 日，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市民发出邀请：“看东京
奥运的同时，来体验我们武汉人自己的奥运会，武
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将给市民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
验和惊喜。”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自 2019 年提档升级以来，
首次以公开招投标的形式选择有资质的专业公司
来组织运营。在全新的办赛模式、全新的赛制下，
由长江日报组织运营的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连续
两年推出了以会徽为核心的 VI 视觉识别系统，统一
赛事标识，统一赛事风格。

“经过三年的运营，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无论

是比赛项目，还是参与人数都是一年一个台阶，发
展十分迅速。项目从第一年的 24 个增加到今年的
32 个，算上市民体验项目，预计全年将达到 40 个单
项。目前在国家体育总局列出的体育项目一共有
99 个，我们能占到接近一半，反映了武汉全民健身
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全民健身运动会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分析道。

前两届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期间，组委会持续
不断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系列市民体验活动，“武
汉有丰厚的水资源，有独特的水文化，水上运动项
目一直深受市民喜爱。像去年举办了多场皮划艇、
桨板项目的赛事和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接
触水上运动，以比赛来带动项目的普及，以活动来

推进市民对项目的喜爱，武汉在这方面已经探索出
了一条新的路子。”这位负责人说。

展望 2021 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这位负责
人表示：“今年全民健身运动会将通过整合社会力
量和资源，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关注武汉全民健身运
动会，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此
外，为迎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武汉全民健身运动
会今年将会增设更多的冰雪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孩
子参与到冰雪运动的培训和普及推广中来，不断扩
大冰雪运动人口，为国家‘三亿人上冰雪’战略打下
坚实的群众基础。”

（长江日报记者朱文秀 通讯员胡健 实习生刘
雨涵 王永丽）

初见王强，是在今年 7·16渡江节的活
动现场——担任水上救援保障任务的他，
当时脖子晒得通红，汗水不停地在淌，人也
略显疲倦……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搏浪长
江的“泳士”，还是一名高中的物理老师。
见到长江日报记者，46岁的王强一扫疲态，
主动向记者讲述起他与武汉全民健身运动
会的不解之缘。

今年是他和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桨板
项目结缘的第三年，“我很喜欢运动，尤其
喜欢水上运动，那种轻盈自由的感觉体验
过一次后就彻底上瘾了”。说起水上运动，
王强的话匣子彻底打开。

2017年，在南京学习自由潜水的王强，
偶然看到湖上有人在玩一个他从未见到过
的新奇运动，后来王强打听到了这项“新奇
运动”叫作桨板。就这样，王强和桨板的故
事开始了。

回到武汉后，王强一直没有找到玩桨
板的同好，只能自己一个人摸索，“记得当
时入门全是靠网上找的国外教学视频”。
在 2018 年他买了自己的第一块桨板，也开
始陆陆续续参加全国各地的一些桨板比
赛，只是，他更期待在武汉的大江大湖上展
现自己的身手。

2019 年，王强终于盼来了武汉本土的
桨板赛事。这一年，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
首次将桨板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王强也在
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当时是在月湖风景区
办的比赛，很多人觉得好奇都来看，是很好
的一次推广。”

2020年10月1日，王强夺得“2020全国
锦标赛社会大师 8 公里男子气板组比赛”
第一名。两天后，又拿到了湖北首届桨板
锦标赛男子单人 1000 米长距离赛（甲组）
第四名。“这两次比赛给了我信心。我想桨板对我来说
还可以有更多意义——不仅是锻炼身体、证明自我，还
能让我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武汉的水上救援保障队伍中，有了王强的身影。
2020年下半年，王强先后在武汉水上马拉松和武汉

梁子湖铁人三项比赛活动中参与赛事救援保障任务。
王强说：“看到所有参赛队员安全完赛后，心底油然而生
的满足和自豪。”2020 年 11 月 20 日，王强拿到了国家桨
板初级教练员证书。“做桨板教学的想法萌生了很久，我
想找到有自己独特风格、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推那些
想入门又不敢迈出这一步的人一把。”

王强还有很多关于桨板的设想——他在网上看到
国外的桨板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清理河道垃圾，深受触
动。他也想组织起一支这样的队伍，进行河道清污志愿
活动。

7月 24日，2021年武汉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即
将启动，王强已报名了两个桨板项目，他对比赛也充满
了期待。

我们期待他在比赛中有出色的表现，也期待他的桨
板梦早日实现。

（长江日报记者陶清 实习生王永丽 刘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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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 秀2021年武汉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周六正式启动

东京奥运与“我们的奥运”隔了个开幕式

桨板打头阵 今年的赛事可以看又可以玩

组委会向市民发出邀请：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今年有更多惊喜

“桨板达人”王强。 本人供图

7月17日
中甲赛场武汉三镇队不敌南京城市队

17日晚结束的中甲第 12轮比赛
中，武汉三镇队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
错失良机，被南京城市队 2:1 将比分
反超，未能如愿取得连胜，也错失跻
身“冲超区”的大好良机。

7月19日
中超联赛武汉队逼平上海海港队

19 日 16 时 30 分，武汉队在江阴
体育中心迎来了中超第二阶段的首

场较量。面对强大的上海海港队，武
汉队最终以 0:0 战平对手，赛季首胜
仍需等待。22日，武汉队将与大连人
队交手。

7月23日
2020东京奥运会拉开大幕

北京时间 7 月 23 日 19 时，东京
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新国
立竞技场开幕。届时，全世界的目光
都将聚焦到这场已经姗姗来迟的“史
无前例”的世界大聚会。长江日报特

派记者将亲赴现场，为读者带来最丰
富和最个性的奥运会报道。

7月24日
“我们的奥运会”正式启动

24日，2021年武汉市第九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启动式暨第三届桨板公
开赛将在月湖风景区凤凰广场月影
舞台前水域举行，来自武汉及周边城
市的 31 家桨板俱乐部的近 200 名桨
板高手将用一场水上狂欢来迎接东
京奥运和“我们的奥运会”。

18日上午，2021年武汉市体育系统职工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友谊赛在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全市近200名体育工作者
以球会友，切磋球技，交流情谊，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

本次比赛由武汉市体育局主办，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武汉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武汉全民健身中
心承办，武汉市乒乓球协会、武汉市羽毛球协会、武汉市网球
协会协办。比赛为期一天，各项目分别设置男双、女双和混双
三个组别。

一边办赛一边参赛，这家单位全员上阵

在羽毛球馆，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
袁庆明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边擦汗边走到场边休息。他笑
着说：“还是正式比赛有仪式感，开心。”

袁庆明是专业乒乓球运动员出身，这次参加的却是羽毛球
比赛。“自从在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以后，也渐渐喜欢上了羽

毛球，平时一周打几次，不过参加正式羽毛球比赛还是第一次。”
袁庆明说，本次比赛，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既是赛事承办

方，也是参赛主力，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全员出动，是所有参
赛单位中运动员最多的，大家一边组织比赛一边参与比赛。

“累，但更多的是快乐，以前我们体育系统里的同事都只是在
工作业务上有较多的交流，很少有机会通过打比赛这种方式
加强交流。”袁庆明说，“这次比赛让市、区两级的体育系统职
工有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大家一起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加
深了我们市、区两级体育工作者之间的感情。”

三个项目全部参加，“全能”选手是个射击专家

羽毛球馆的另一块场地上，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管理中心
体育训练科负责人肖琳洁快乐得像孩子一样，到处蹦蹦跳跳，

“我报了全部三个项目的混双，以前都是带着小队员出去看他
们打比赛，今天终于又可以做一回享受比赛的运动员了”。

肖琳洁是射击运动员出身，在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三个项
目上她还是个业余爱好者，“很少打球，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
呀”。比赛过程也正像她所说的，一场羽毛球比赛下来，她和
搭档谢纯很快败下阵来。转战乒乓球馆，肖琳洁的比赛输得
更快，“玩得开心，大家在赛场上真正做到了以球会友，友谊第
一，加强了交流”。

和肖琳洁搭档的是武汉市网球队主教练谢纯，按照本次
比赛的赛制，专业运动员出身的队员不得报名参加所在专业
的比赛，谢纯因此不能参加网球比赛。这让他在比赛中找不
到感觉，“平时都在练网球，打羽毛球感觉怪怪的，还是打网球
的那个节奏和感觉。”谢纯笑着说。

多年老同事，再度并肩作战

乒乓球赛场上，武汉市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刘歆和武汉
市水上运动学校办公室主任殷鸿一起搭档参加混双比赛。“我

们越打越好，可惜前面关键的晋级之战输了，当时状态和默契
还没出来呢。”刘歆笑着说。

刘歆介绍，他和殷鸿 2008 年以前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我们都是乒乓球爱好者，那时单位有一张乒乓球桌，大家午
休的时间就约上去玩几局，我这球技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刘歆从球包中拿出一张胶皮破损的球拍说，这还是当年打坏
的球拍，一直没舍得丢。

刘歆和殷鸿一共打了 4 场球，输了一场关键的比赛而无
缘晋级。殷鸿说，自己调到武汉市水上运动学校工作以后，
这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大家平时虽然也有见面，但都是因为
工作，很少交流，更别说在一起打球。“我们以前就是乒乓球
桌上的搭档，在单位还有点小名气，今天后面几局的配合越
来越好，似乎找回了当年那种默契，输就输了，老同事在一起
打球交流，这是最快乐的事。”

（长江日报记者朱文秀 实习生王永丽 刘雨涵）

从幕后到前台 这帮武汉体育人赛场欢乐多

比赛项目

1.帆船

2.桨板

3.皮划艇

4.体适能

5.门球

6.钓鱼

7.徒步

8.气排球

9.障碍越野

10.风筝

11.路跑

12.足球

13.飞镖

14.游泳

15.攀岩

16.定向赛

17.羽毛球

18.中国象棋

19.围棋

20.篮球

21.自行车

22.乒乓球

23.武术套路（传统项目）

24.网球

25.体育舞蹈

26.毽球

27.柔力

28.健身排舞

29.健身瑜伽

30.桥牌

31.健身气功

32.保龄球。

四大亮点

2021 年武汉全
民健身运动会四大主
题系列赛事：

一 是 以 障 碍 越
野、城市定向等项目
为代表的“红色经典”
系列赛事，带领市民
在运动中展现英雄气
概；

二是以帆船、桨
板、皮划艇等水上运
动项目为代表的“蓝
色畅想”系列赛事，通
过“艇马”等系列赛事
强化武汉本土水文化
特色；

三是以足球、网
球等适合在夜间开展

“月色撩人”运动季，
拉动“江城八点半”夜
间体育经济消费，引
领市民打造“请人吃
饭不如请人流汗”的
新型体育消费观；

四 是 以 健 身 瑜
伽、健身气功、钓鱼
等项目为代表的“金
色年华”主题系列活
动，带领市民围绕武
汉城区开阔地带、市
郊开放景点，通过户
外休闲活动，打卡众
多 城 市 地 标 和 军 运
会场馆，引领广大市
民 进 一 步 认 识 了 解
自己的城市，增添共
建 家 园 的 自 豪 感 与
驱动力。

武汉桨板人首创的“斗板”比赛，刺激又有趣。 长江日报记者喻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