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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游县 ：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启动
麟游县教体局近日举行国

民体质监测中心启动暨揭牌仪
式，标志着全县国民体质监测工
作正式启动。

从 2020 年起，麟游县教体局
先后投入 40 余万元，建成了麟游

县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下一步，县
教体局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要求和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
地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为广大
群众健身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本报记者 巨侃 摄

眉县 ：

百余社体指导员受训
本报讯 眉县 2021 年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第一期）日前

在县文体中心举行，100 多名学

员参加了培训。

近年来，眉县认真贯彻市上

会议精神，持续加大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经费投入，拓展培训规

模，全县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

断增多，素质不断提升。

本次培训旨在普及和推广科

学的健身理念和方法，提升社体指

导员整体水平，促进眉县全民健身

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培训对象为热

心组织开展健身活动的社体指导

员和 2021年 3月 1日以前被省市

县体育主管部门授予三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称号的社体指导员。培训

期间，邀请了宝鸡市太极拳协会副

主席、国家级社体指导员陈玉莲授

课，讲解体育人文社会、运动人体

科学、体育健身方法及新编 28式

太极拳等相关知识。培训时间为两

天，考核合格者颁发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证书。     （巨侃 朱恒信）

我市首个十四运及特奥会供电配套项目——

宝鸡会展中心备用线项目竣工
本 报 讯 近日，国网

宝鸡市陈仓供电公司顺

利完成 10 千伏 134 宝啤

路线与 10 千伏 156 东民

线联网 2 号环网柜投运

验收工作。这标志着我市

首个十四运及特奥会供

电配套项目——宝鸡会

展中心电源专线备用线

项目竣工。

据项目施工方国网宝

鸡市陈仓供电公司负责人

介绍，第八届特奥会主场

馆宝鸡会展中心原有一条

容量为 6880 千伏安的物

流专线供电，因为是单电

源，为确保特奥会比赛期

间场馆供电万无一失，拟

由周原变宝啤路线建设第

二电源作为备供线路。该

项目于 3 月 10 日开工，完

成了电气设备安装基础建

设，在 10 千伏 134 宝啤路

线新架一台二进四出环网

柜，近日对环网柜电缆进

行搭接并验收投运。新建

备供线路容量达 5000 千

伏安，可满足为会展中心

全额供电要求。项目竣工

后，陈仓供电公司将配合

会展中心进行入网对接和

调试。

据了解，我市十四运

及特奥会其他场馆都将进

行供电线路的改造升级。

（巨侃 李好莉）

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体能大赛（宝鸡赛区）举行——

我市30名健儿参加体能测试
本报讯 日前，由陕西省体

育局主办，陕西省拳击、跆拳道

运动管理中心承办的 2021 年陕

西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体能大

赛（宝鸡赛区）在市体育场举行，

我市 30 名拳击健儿参加了各项

体能测试。

本次冠军赛体能大赛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由省拳击、跆

拳道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裁判员

前往各市( 区) 组织实施。宝鸡

市共有 30 名拳击运动员（男子

甲组 11 名、乙组 12 名，女子甲

组 5 名、乙组 2 名）参加了原地

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30 米

跑、25 米×4 往返跑五项体能

测试。比赛根据陕西省拳击体能

比赛标准动作要求和评分标准

组织实施。

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

中心国家级裁判王志岗说，全

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不可预

知性”强，而想要应对各种情

况，运动员就要有娴熟的技术

和充沛的体能，举行体能大赛

有助于运动员提升体能，提高

竞技成绩。

 （崔梦麟）

评估冬训效果
市体校开展运动员综合素质测试

本报讯 为全面抓好运动

员的训练备战工作，加强对运动

员训练效果的评估与考核，日

前，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开展了

2020-2021 年度冬训后大纲综

合素质测试工作（见右图）。 

此次冬训测试内容包括身

体形态、运动素质和专项素质三

个部分，学校 400 多名运动员参

加了田径、赛艇、皮划艇、举重、摔

跤、柔道、拳击、跆拳道、篮球等项

目测试。市体校负责人说，冬训是

运动员储备能量、打磨技术、提高

能力的关键时期，对提高运动员

综合素质、备战省运会资格赛和

全国各类比赛具有重要意义。冬

训后测试不仅能对运动员平时训

练情况进行检测评估，还将为运

动员突破专项技术、训练基础体

能、延训和调整训练思路提供科

学依据。

（崔梦麟）

市特教学校:

五名队员积极备战残运会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宝鸡市特

教学校了解到，该校确定5名队员

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大众项

目旱地冰壶的比赛，比赛时间为5

月初，目前队员们正在积极备战。

记者走进位于金台区八里

村的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了解

该校备战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

暨第八届特奥会情况。据该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旱地冰壶队

由听力障碍的学生组成，曾代表

我省参加全国比赛并取得了较

好成绩。为备战今年的残运会，

学校已将旱地冰壶项目引入课

堂教学，在全校范围内筛选了 10

名优秀运动员组队训练，每周固

定时间安排专业教师进行指导。

近日，该校从中选择了 5 名队

员，他们将和西安临潼残联选拔

的队员组成陕西代表队征战第

十一届残运会旱地冰壶的比赛。

目前这 5 名队员正投入紧张的

集训，备战 5 月初开始的比赛。

特奥会轮滑、田径两个项目

的参赛资格、参赛人数有待全省

选拔赛予以确定，目前该校特奥

轮滑、特奥田径备选队正在积极

训练。其中轮滑备选队由 14 名学

生组成，参训人数达到学校培智

类学生总数的 40％，残障程度从

智力残疾一级到四级，年龄 9-16

岁不等，配备教练1名、助教1名。

目前已有 7 名学生能够快速滑

行。特奥田径备选队有 4名学生，

主训径赛项目（100 米、200 米、

400 米）。这 4名学生从去年 10 月

开始每天固定时间由专业教师带

领进行基本素质、技术动作、参赛

技巧的训练，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该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努

力克服师资力量、训练器材等方

面的一些困难，全力以赴备战第

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

本报记者 巨侃

(未完待续）（本报记者巨侃根据《全民科学健身100招（一）》整理）

112 113 仰卧球上收腿  球上卧推
动作功能 ：锻炼背部肌

肉、提高平衡能力

动 作 要 领 ：俯卧，腹部

支撑于球上，双脚及手掌撑

地保持平衡 ；对侧上下肢同

时上举，超过身体平面 ；左

右交替完成一次动作。

动 作 训 练 ：每组 8~12 

次，重复 2~3 组，组间间歇 

30~90 秒。

注 意 事 项 ：保持身体

稳定。

动 作 功 能 ：锻 炼 腰 腹

肌肉

动 作 要 领 ：仰卧垫上，

双脚放于瑞士球上 ；背伸、

挺髋，使身体成一条直线 ；

然后收小腿，拉动瑞士球，

至膝关节弯曲 90 度 ；缓慢

还原。

动 作 训 练 ：每组 8~12 

次，重复 2~3 组，组间间歇 

30~90 秒。

注意事项：保持身体稳定。

（上接 3 月 9 日《宝鸡日报》第五版）

球上手脚平衡

动作功能 ：锻炼胸部和上

肢肌肉、提高身体稳定性

动 作 要 领 ：仰卧，身体斜

靠于瑞士球上，双脚分开撑地 ；

双手交替上推哑铃。

动 作 训 练 ：每 组 8~12 

次，重复 2~3 组，组间间歇 

30~90 秒。

注意事项 ：哑铃选择合适

的重量。

全民科学健身——

瑞士球锻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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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进行带电作业准备工作

体能测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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