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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艇、皮划艇为代表的宝鸡水

上项目在十七届省运会周期的成绩滑

坡，引起了省、市体育管理部门和市级

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辉煌时期夺

得全省 60%-70%的金牌，到现在和

一些先进地市存在明显差距，这其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体育经费锐减是

不是问题之源？着眼未来，宝鸡水上

项目如何知耻而后勇，重铸昔日的辉

煌？近日，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任俊保和副主任李天荣、魏铭等一行

6人组成调研组赴宝鸡作专题调研，

对宝鸡水上运动项目发展现状、存在

困难等进行了解，并就挖掘自身潜力、

优化项目布局、明确选材标准、更新观

念、加强宣传等多方面问题进行热烈

讨论、反思。会后还签署了省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与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共建

赛艇二线队伍合作协议。相信在省、市

双方合作共建背景下，宝鸡水上项目

必将走出低谷、重铸辉煌。

差距显露，痛定思痛找原因
在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调研座

谈会上，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几名

教练员代表，首先就宝鸡水上运动项

目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谈了他们

的看法。

市体校副校长、赛艇队教练赵

永刚说，宝鸡市水上项目运动队在

2002 年正式建立，20 余年来不断发

展壮大，成功争创了赛艇单项国家高

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先后培养输送了

秦丽、张兰花、郭帅，以及目前在国家

队训练的王烨岚、孙晓乐等一批优秀

运动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 5 名专

业教练员，常年有 50 人以上训练规

模的运动队。但是近年来，和汉中、榆

林等一些水上项目发展更快的地市

相比，我市的人才输送质量还是不尽

如人意，尤其是十七届省运会周期，

我市在人才输送和竞赛成绩两方面

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赛艇在十七届

省运会上仅获得两枚金牌，名次跌落

第三，和第一名榆林、第二名渭南都

有不小的差距；纵向比，过去我们在

水上项目揽金夺银的绝对优势已不

复存在。痛定思痛，十七届省运会结

束后，宝鸡市水上项目各运动队在市

体育局新领导班子的指导下进行了

全面总结。

“通过十七届省运会的比赛，我

们明显感觉到随着陕西省水上项目

整体竞技水平的提升，我们的执教能

力和水平与优秀地市相比还是有明

显的差距。”赵永刚等几名教练都从自

身找原因，恳请中心领导通过省市共

建这个平台加大对基层教练员执教

能力的培养，开阔视野，提高能力。另

外，他们还就加强思想教育，坚定队员

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和改善水上项目

训练条件与改进十八届省运会周期

项目竞赛规程提出了想法和建议。

项目发展，顶层设计是关键
参加座谈会的宝鸡各级体育管

理者认为，经费投入是影响并制约

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因素。据记者了

解，宝鸡前几年一年的体育经费投入

仅相当于十五届省运会周期一年的

1/4，去年经争取虽略有增加，但仍感

不足。因经费紧张，投入不足，导致出

现校舍、训练场馆没暖气，力量训练

器材缺乏等问题。幸好，这些问题随

着这两年硬件投入的加大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解决。

在任俊保看来，体育经费锐减不

是问题之源，问题出在“顶层设计”。他

认为，宝鸡整体竞技体育的架构体系

很完整，比其他地市都要好。成绩下滑

主因是管理者和基层训练脱节了，对

队伍不了解，这是主要问题。至于经

费，则先要努力做好项目，才能获得更

大的支持。因为资金永远向有希望的

项目倾斜，尤其是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要理顺运行机制上的关系，

自上而下地理顺。要认清宝鸡的传统

项目是什么？能发展多少项目？抓

项目不能大而全，不能撒“胡椒面”。要

优化竞技项目布局，集中力量办大事。

各项目的教练要明确选啥材，定下适

合各项目特点及宝鸡地区人才特点

的底线标准。要避免进入一个选材误

区：招生是为填比赛项目的坑，先报

名先练着，等有精力了再选材。这是本

末倒置。对基层水上项目的训练理念，

他提出要进行再认识，强调一定要打

好身体素质基础，不要过早专项化。因

为青少年竞技最重要的是训练而不

是比赛，比赛是为了更好地训练。

“据我多年的观察比较，发现宝

鸡的孩子在比赛中特别有拼搏精神，

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们教练、老师

应该做的是积极引导孩子，把孩子的

心归在你们身上，让他们有更多的

归属感，这样他们实现理想才有保

障……”任俊保说。

省市共建，“破题”之旅在路上
座谈会后，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和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签署了《赛艇

项目二线队伍共建协议》。按照协议，

双方明确共同研究、制订二线队伍的

培养计划，共同建立实施机制，共同

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对重点运动员

的训练情况进行监督，并根据训练情

况给予经费、设备、器材保障。共同培

养教育二线运动员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树立为国争光、为省争

荣的理想。对二线队伍进行阶段性评

估和周期评估，根据年度比赛的表

现，调整培养方法。

这份省市合作共建协议，犹如活

水入潭，必将给宝鸡水上项目发展注

入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的管理理念！

知耻而后勇。宝鸡以水上项目为

代表的青少年竞技体育要打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其实，在省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这次助力之前，宝鸡方面的相

关工作已悄然展开：2022 年 10 月，

新一届市体育局领导班子带队，下沉

宝鸡市各县区进行选材；每天体校

晨练场上，多了一个校领导巡查的身

影；两条新添置的A+级赛艇四人艇

和一批赛艇、皮划艇测功仪，初步解

决了运动员训练的燃眉之急；赛艇队

也建立了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使封闭

的水上运动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经

过半年多的组建，目前赛艇队已有 28

名运动员，皮划艇队有 23名运动员，

十八届省运会的甲组运动员已基本

齐备……

理清了思路，找准了问题，宝鸡

水上项目整装再出发。

全国竞走大奖赛

宝鸡籍运动员摘得3枚金牌

本报讯 近日，2023 年全国竞

走大奖赛（第 1 站）暨世锦赛及亚运

会选拔赛在安徽黄山落幕。5 名宝

鸡籍队员发挥出色，在与全国 400 多

名好手的较量中脱颖而出，一共为陕

西队赢得 3 枚金牌 2 枚银牌，为陕西

竞走争了光。

在此次比赛中，太白县咀头中

学输送的王朝朝获得男子成年组

20 公里金牌，成绩是 1 小时 19 分

40 秒。凤翔纸坊中学输送的白雪莹

以 2 小时 40 分 59 秒的成绩夺得

女子成年组 35 公里冠军。渭滨区

输送的王钦以 2 小时 26 分 10 秒

的成绩获得男子成年组 35 公里亚

军。千阳县红山中学输送的罗佳伟

以 41 分 15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少

年组 10 公里冠军。岐山县蔡家坡

初级中学输送的杨钰彤夺得女子

少年组 5 公里银牌，成绩是 22 分

43 秒。

据悉，代表陕西参加 2023 年全

国竞走大奖赛（第 1 站）暨世锦赛及

亚运会选拔赛的宝鸡籍选手共有 11

名。凭借本次比赛成绩，王朝朝、王

钦、白雪莹 3 人均取得世锦赛及亚运

会入场券。

省青少年举重摔跤柔道冠军赛 ( 体能大赛)

我市88名健儿参加角逐
日前，“体彩杯”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举重摔跤
柔道冠军赛 ( 体能大赛) 在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
宝鸡市 88 名举重摔跤柔道
健儿参赛。本次体能大赛
也是 2023 年陕西省举重
摔跤柔道青少年锦标赛资
格赛，所有参赛运动员需达
到及格以上标准才能参加
锦标赛。体能大赛按男、女
各级别综合评定录取前八
名颁发获奖证书。

2021-2022 赛季陕甲联赛（宝鸡赛区）

宝鸡轩苑队夺冠
近 日，2021-2022 赛 季 陕

西群众足球甲级联赛（宝鸡赛
区）落下大幕。在冠亚军决赛
中，宝鸡轩苑集团队以 3:1 战胜
陕西交控队，荣获陕甲联赛（宝
鸡赛区）冠军，陕西交控队获亚
军。在三、四名的决赛中，宝鸡
新蜂队战胜岐山西岐绿茵队获
得季军。宝鸡轩苑队不仅夺得
冠军，同时还获得赛季最佳射
手和最佳球员奖项，该队将代
表宝鸡征战接下来的陕西省群
众足球超级联赛。

（本版稿件、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巨侃采写、拍摄）

宝鸡水上项目如何重铸辉煌？
—— 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调研座谈会侧记

我市运动员在王家崖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练习（资料照片）

省、市共建赛艇二线队伍签约仪式现场

王朝朝 （左）、罗佳伟 （中）、白雪莹 （右） 在比赛中   ( 宝鸡体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