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8日， 北京市第十四届
民族健身操舞大赛决赛在北京地
坛体育馆举行。 《祖国是母亲》
《我们美丽的家 》 《中华家园 》
等比赛项目精彩呈现 。 据悉 ，
北京市第十四届民族健身操舞大
赛决赛前已在大兴区 、 石景山
区 、 地坛体育馆举办了三场预
赛。 预赛共吸引了全市100支队
伍、 2000余人参加， 经过三场选
拔， 最终有43支队伍1000人脱颖
而出并亮相总决赛舞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前
不久，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
委员会工会以 “健康生活 快乐
工作 ” 为主题 ,组织基层工会干
部和一线职工200余人， 分三批
前往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
展健步走活动。

六月的世园会鲜花盛开， 人
声鼎沸， 参加活动的职工神采飞

扬、 热情高涨。 活动开始后， 职
工们三五成群， 沿着园区道路在
中国馆、 国际馆、 珍稀植物馆 、
生活体验馆等场馆之间穿行， 一
边让自己身体放松， 一边体验着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的园区
主题。

“为引导职工积极参与体育
健身活动， 宣传绿色健康生活理

念， 促进基层工会组织之间的交
流， 此次活动克服了路程远、 时
间长等诸多困难。” 据介绍 ， 为
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临空核心
区工会在方案制定、 人员报名、
行车路线等各个环节都做了详尽
的计划和部署， 确保每名职工顺
利地完成健步走活动。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

员会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
开展此次活动职工们既锻炼了身
体， 又陶冶了情操， 不仅让职工
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欣赏美
丽精致的景观设计， 更让大家切
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建
美丽家园的理念， 让广大职工们
能以更佳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
当中。”

■职工体育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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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外医院工会干事姚铮
性格开朗、 活泼， 游泳、 篮球样
样精通， 组织活动、 上台主持更
是一把好手。 因此， 他成了同事
们心中的 “热情小王子”。 其实，
对于年轻的他来说， 能够赢得大
家的认可并不容易。 他却说， 他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能够看到
大家的笑脸。

游泳健将让名额
运动就要众乐乐

“一穿上那件神圣的白衣，
我这身体里的小宇宙就开始燃
烧 ， 感觉有释放不完的能量 。”
姚铮笑说。

医院的工作繁忙紧张， 压力
又大， 很多人都难以做到不忘初
心， 保持热情。 但姚铮一说到工
作， 眼睛里却立刻闪烁出光芒，
言语中也没有了最初的拘谨。 因
为热爱， 无论是否是科室范围内
的工作 ， 只要同事开口寻求帮
助， 他都会干脆地答应， 即使是
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 也会保质
保量完成。

工作之余， 姚铮非常喜欢运
动 ， 而且是院内有名的游泳健
将。 摆臂、 收腿、 蹬水……每次
游泳比赛， 只要姚铮上场， 都会
有不俗的表现。 广外医院游泳比
赛冠军、 西城区卫计委游泳比赛
冠军、 西城区游泳比赛冠军……
他在大大小小的游泳比赛中， 屡
摘桂冠。 大家本以为， 他的游泳
冠军之路会一直继续下去， 没想
到， 他却放弃了比赛。

“参加比赛， 能够为集体争
光添彩固然很好， 但是获奖不是

目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他
告诉记者， 医院里喜欢游泳的同
事很多 ， 而每年参赛名额却有
限， 他让出名额， 其他同事就可
以参与其中 。 “在紧张的工作
中， 还有机会通过运动感受到快
乐， 才是最重要的。”

篮球赛中受重伤
性格热情获成长

运动给姚铮带来过快乐， 也
带去过伤痛， 但他却从中获得了
成长。

姚铮介绍说 ， 刚工作一年
后， 酷爱运动的他就参加了卫生
系统的篮球比赛 。 在比赛过程
中， 由于受到了强烈撞击， 他被
紧急送往医院后诊断为脑出血，
病情十分严重。

康复后， 姚铮才知道， 当时
情况有多凶险 ， 如果有二次出
血， 就需要立刻进行开颅手术。
“你知道濒死的感觉吗？ 我当时
虽然意识模糊 ， 但就是那种感
觉。 我躺在病床上， 只想对妈妈
说， 我还没有活够， 还有很多事
情要做……” 他说。

治疗期间， 他最放不下的就
是工作， 每天都要和同事通上几
次电话， 询问工作进度， 试图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即便没有完
全康复， 他还是早早回到了工作
岗位上。

“重新投入工作之后， 我才
觉得自己真正活了过来， 生活一
下子又有了色彩。” 姚铮说， 初
回单位， 即便身体仍旧有一些不
适， 但他却希望将自己最积极、
乐观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工作之

余， 他和大家谈天说地。 他活泼
开朗的性格、 幽默风趣的语言，
感染了许多人。 同事们都称他是
“热情小王子”。

联欢会上挑大梁
对镜练习主持忙

广外医院工会经常组织各种
活动， 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缓解大家的工作压力。 这其中，
院春节联欢会就受到了广大职工
的欢迎。 接手工会工作后， 组织
联欢会相关工作自然就落到了姚
铮身上。

“其实 ， 动员大家编排节
目、 帮节目寻找合适的配乐、 帮
大家确定服装和道具……这些都
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 就是当主
持人。” 姚铮解释说， 他做其他
工作都是辅助性的 ， 唯独主持
人， 是要担起责任的。

由于经验缺乏 ， 每天下班

后， 人去楼空的时， 他就会站在
单 位 那 面 大 镜 子 前 练 习 ， 仔
细 观 察自己的仪态 、 动作 。 同
时， 还要一遍遍地背主持词。 从
每个节目之间的衔接， 甚至到左
右手的位置， 每个细节无不烂熟
于胸 。 夜晚回到家还要认真揣
摩， 总结练习心得， 对自己提出
更高要求。

那段时间， 加班成了他的常
态， 单位保安都知道他每天九十
点钟才会回家 。 功夫不负有心
人， 在联欢晚会上， 他得体的主
持语言、 富有感染力的动作， 赢
得了大家的认可。 看着台下一张
张快乐的面孔， 他笑了。

“细细想来， 我的性格， 还
有我在文体方面的爱好， 都很适
合做工会工作。 在我看来， 工会
工作的本质就是服务大众， 无论
过程怎样艰难， 只要能够看到大
家的笑脸， 我觉得就值了 。” 姚
铮说。

———记广安门外医院工会干事姚铮

新华社电 在接受了数小
时的质询之后， 前欧足联主
席普拉蒂尼在法国当地时间
19日凌晨获释。

普拉蒂尼此前被捕并接
受调查， 与2022年世界杯足
球赛的举办权被授予卡塔尔
一事相关。

这位法国足球名宿曾在
2007年至2015年担任欧足联
主席。 6月18日， 法国警方将
普拉蒂尼拘留， 理由是怀疑
他牵涉到2022年世界杯申办
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 国
际足联是在2010年通过投票
决定将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
交给卡塔尔的。

普拉蒂尼通过他的代理
人发表声明， 否认自己有不
当行为， 并表示自己对相关
案件 “不知情”。

19日凌晨， 普拉蒂尼的
律师鲍登说， 普拉蒂尼已经
被释放， 未被起诉， 还表示
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普拉蒂尼对记者们说 ：
“（被质询） 时间很长。 考虑
到问题的数量， 时间长是正
常的 ， 因为我被 问到关于
2016年欧锦赛、 俄罗斯世界
杯、 卡塔尔世界杯以及国际
足联的问题。”

新华社电 下月西安将举
行中国国际男篮女篮对抗赛。
7月17日， 中国女篮将与塞内
加尔队交锋， 而在7月28日，
中国男篮将与喀麦隆队展开
热身赛。

陕西篮协在其官方微信
平台上介绍说， 与塞内加尔
女篮的热身赛是中国女篮出
征亚洲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
比赛， 女篮亚洲杯也是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之一，
因而在西安进行的这场比赛
也是中国女篮冲击奥运会战
略的组成部分； 另外， 中国
男篮与喀麦隆队的比赛也是
中国队征战2019国际篮联男
篮世界杯前的一场重要的热
身比赛， 考虑到科特迪瓦队
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一
个对手， 因此这场热身赛也
具有重大的实战价值。

根据国际篮联去年6月公
布的女篮竞赛规程， 东京奥
运会的参赛名额将由洲际杯
赛、 大洲资格赛预选赛和奥
运会资格赛等三大窗口期的
比赛结果来决定。 在上届女
篮亚洲杯赛上， 中国队最终
获得季军； 而对于中国男篮
而言， 只要能在2019年世界
杯上成为成绩最好的亚洲球
队， 就能直接获得明年东京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文文体体全全能能盼盼为为大大家家带带去去笑笑容容

临空经济核心区职工健步走

2000市民竞赛
民族健身操舞

普拉蒂尼获释

中国男女篮下月
在西安“热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