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兴兴千千余余职职工工““小小教教员员””助助力力工工会会文文体体活活动动
■职工文体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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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班、 摄影班、 羽毛球、
篮球培训班……在大兴区， 各种
各样的文体培训班深受职工欢
迎， 通过组织活动与培训辅导相
结合的形式， 大兴区总工会为职
工打造出了一个长效的文化体育
知识课堂， 目前已有千余名社会
体育指导员， 也就是职工们叫习
惯了的 “小教员”， 活跃在遍地
开花的职工文体活动中， 随着大
兴职工文体队伍不断壮大， 工会
成为了全区推广文化体育活动的
示范基地。

“小教员”为职工提供专
业服务

高庭阔是大兴区黄村镇总工
会职工服务站的站长， 在辖区的
企业职工眼里， 他可是个 “体育
全能 ”， 从2011年来到服务站 ，
高庭阔先后参加了由大兴区总工
会组织的羽毛球 、 乒乓球 、 象
棋、 太极等培训班， 均取得了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资格。 “区总工
会为职工搭建了这么好的培训课

堂， 作为 ‘自己人’ 更要充分利
用这个机会， 提高文体技能， 充
实自己的同时， 还能更专业地为
职工提供文体服务。” 高庭阔说。

单拿羽毛球这一项来说， 每
年， 黄村镇职工服务站都要为辖
区企业职工组织40次左右的羽毛
球培训， 大概三四千人次的培训
量。 高庭阔的指导员资格派上了

不小的用场， 他告诉记者， 组织
职工文体活动， 安全必须放在第
一位， 他通过培训， 不但掌握了
羽毛球的动作要领和比赛规则，
更重要的是懂得了正确的打法，
可以准确地教授职工怎么能避免
在运动过程中受伤。

这几年， 高庭阔不但拿到多
类体育项目的指导员资格， 工作

积极性高涨的他还参加了区总工
会组织的裁判员培训班， 现在，
他不但可以担任羽毛球裁判， 还
拿到了篮球 、 象棋等裁判员资
格。 只要辖区企业开展职工体育
活动，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工会有
他这样一个现成的裁判员。 而高
庭阔， 特别乐意以裁判员的身份
为职工提供服务。

大兴体育指导员已达千余人

如今， 黄村镇总工会的职工
文体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还涌
现出了一大批运动爱好者， 代表
黄村镇参加区里的比赛， 更有代
表大兴区去参加市级的比赛。

大兴区职工文体服务中心主
任于勇介绍， 高庭阔就是大兴区
总工会培育出的文体骨干中的一
员， 和他一样， 很多企业的职工
也都加入了文体骨干队伍。 近年
来， 大兴区总工会继续开展对基
层工会文体工作的辅导， 主要是
通过组织辅导等形式， 建立和健
全了文体骨干队伍。

截至目前 ， 通过培训和指
导， 广播操、 太极拳、 拔河、 象
棋等项目体育指导员一级 、 二
级、 三级达到千余人。 还有一部
分职工拿到了裁判员的资格认
证 ， 其中有60余名乒乓球裁判
员、 40余名羽毛球裁判员、 37名
中国象棋裁判员， 近40名足球裁
判员、 近50名篮球裁判员。 “他
们已经成为大兴区职工体育赛事
的生力军， 活跃在遍地开花的职
工文体活动中。” 于勇说。

“工会的文体培训课程紧凑
有序， 职工学习热情高涨， 可以
说 ， 工 会 已 成 为 全 区 推 广 文
体 活 动的示范基地 。 ” 于勇介
绍， 特别是职工书画班在大兴区
的职工圈子非常受欢迎， 此项活
动已举办六届， 为大兴储备了大
量的文化人才， 通过书画培训，
已有4人加入北京美协 ， 25人加
入大兴美协, 20人加入北京书协，
60人加入大兴书协， 特别是2018
年北京美协主办三次作品展期间
培训学员入选加获奖人数达到30
人次。

新华社电 在2019-2020赛季
CBA全明星周末进行期间， 因左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而遗憾错
过本次全明星赛的中国男篮国手
阿不都沙拉木正式获得CBA球员
合同保障险理赔， 免去了治疗与
康复阶段的后顾之忧。

在11日于广州举行的 “关键
一投 决定未来” 中国人寿-CBA
合作回顾暨系列产品发布会上，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副总裁詹忠代
表中国人寿将阿不都沙拉木的球
员 合 同 保 障 险 理 赔 款 交 付 给
新 疆 队主教练阿的江以及球员
代表可兰白克。 入选本次全明星

赛的可兰白克此次将身穿一件正
面印有13号号码、 背面印有23号
号码 （阿不都沙拉木号码） 的球
衣参赛。

在活动中， 来自中国人寿与
CBA等各方的代表共同回顾了
CBA球员合同保障险自2019年8
月生效以来的运营理赔情况，并
在此后的对话交流环节就篮球运
动和保险保障话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CBA公
司董事长姚明表示， 篮球是一项
高风险的运动， 每一位努力拼搏
的球员都需要有坚实的后盾和充
足的保障， 激发在运动场上的动

力。 每一个在自己人生主场上努
力拼搏的普通人， 也同样面临着
风险和意外， 事业的追求更需要
稳定的后方，更需要未雨绸缪，在
风雨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和规划。

基于自身在海外联赛打拼时
对职业球员的保险和保障机制的
了解， 姚明最早提出了关于推出
职业球员的“失能险”的建议。 由
中国人寿和CBA公司联合开发的
这一CBA球员合同保障险自本赛
季起开始运行， 与运动员年薪挂
钩。 中国人寿将球员年薪折算成
月薪， 在运动员受伤期间按月赔
付。 在阿不都沙拉木之前，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已经有16家俱
乐部的球员因为不同程度的伤病
领到了赔付款。

中国人寿集团副总裁、 寿险
公司总裁苏恒轩在致辞中表示，
职业化体育离不开成熟的运动保
险市场， 只有通过合理的风险分
散和转移手段， 才能有效地解决
职业球员的后顾之忧， 降低职业
俱乐部经营风险。 2017年，中国人
寿“掷出关键一投”，成为CBA历
史上首个官方主赞助商。 未来中
国人寿将继续发挥综合金融的优
势和经验，支持篮球、支持中国体
育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金海燕） 1月8日， 由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司、 中国滑冰协会主办的
2019-2020年度全国青少年U系
列滑冰比赛区域赛最后一站 （第
四站）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市民冰
雪体育中心圆满结束。

2019-2020全国青少年U系
列滑冰比赛北京站自1月5日至8
日， 共举行了4天,本次比赛由北
京市石景山区政府承办， 北京市
石景山区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 启迪冰雪文旅 （北京） 体育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冠华冰雪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来自全国
各地的30支代表队， 共168名选
手参与角逐。 比赛进程中， 石景

山区副区长左小兵、 中国滑冰协
会主席李琰、 中国和亚洲第一个
短距离速滑全能世界冠军叶乔
波， 以及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
子500米冠军武大靖亲临现场观
看小选手们的优秀表现。

石景山区作为 “双奥之区”，
逐步担负起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
办服务保障工作， 以服务冬奥、
借势冬奥、 参与冬奥为契机， 依
托区内冰雪资源， 通过引进高品
质国际冰雪体育赛事、 广泛开展
大众冰雪运动体验和冬奥文化主
题活动等， 打造 “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 示范区， 以服务保
障冬奥筹办为统领， 高水平建设
好首都城市西大门。

汇聚石景山 青少年冰上炫技

全国大众速度滑冰马拉松系列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1月11

日， 滑向2022-全国大众速度滑
冰马拉松系列赛 （北京延庆站）
比 赛 在 延 庆 区 妫 河 东 湖 户 外
滑 冰 场举办 。 本站赛事吸引了
来自京、 津、 冀、 内蒙古等省市
地区的100余名冰上运动爱好者
参赛。

竞赛项目分为成年女子5公
里、 成年男子10公里、 青少年女
子2公里、 青少年男子3公里以及
4×1接力项目 ， 共计 8个组别 。

本站比赛高手云集， 各组别竞争
激烈 ， 异彩纷呈 。 随着鸣枪开
赛， 选手们在妫河冰面上风驰电
掣， 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据了解， 滑向2022-全国大
众速度滑冰马拉松系列赛共20
站， 分站赛遍布全国各地。 赛事
的持续举办， 有力地推动了国内
群众性 、 竞技性冰上运动的发
展，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滑冰爱好
者，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参与。

陈艺 摄

阿不都获CBA球员合同保障险理赔

新华社电 在当地时间10日
进行的国际雪车联合会钢架雪车
世界杯法国拉普拉涅站中， 耿文
强发挥出色， 获得男子并列第三
名， 代表中国首次登上该项目世
界杯领奖台。

24岁的耿文强两次出发成绩
分别为1分0秒07和1分0秒22， 总
成绩2分0秒29， 与平昌冬奥会冠

军、 韩国选手尹诚彬成绩完全相
同， 两人并列获得铜牌。

俄罗斯运动员特列季亚科夫
凭借1分58秒90的总成绩获得分
站赛冠军， 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
尔斯摘得第二名。 另一位中国选
手闫文港获得第15名， 总成绩2
分1秒25。

女子方面， 俄罗斯选手尼基

京娜夺冠， 总成绩为2分2秒72，
来自奥地利的弗洛克和德国人勒
尔分列第二、 三名。 中国运动员
林回央排名第19位， 与冠军成绩
相差3秒27。

本 赛 季 世 界 杯 积 分 排 名
中 ， 耿文强 、 闫文港分列男子
第10和15名， 林回央排名女子第
19位。

耿文强首登世界杯领奖台
中国钢架雪车再获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