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我这道题做得对吗？”“你仔细检查一下，看哪个
步骤出错了？”

19 日是周六，这天上午，在泉州市鲤城区临江街道侨
光片区“党建+”邻里中心，来自鲤城区实验小学的两名党
员教师正认真辅导孩子们做作业。

据了解，为完善“党建+”邻里中心“幼有所育”的服务
功能，11 月起，临江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鲤城区实验小
学，开设了“厝边·近‘临’学堂”（简称“厝边学堂”）。

“我们辖区电商企业及个体商户较多，不少家长工作
忙，孩子周末无人看管，所以就开设了这个厝边学堂，发动
鲤城区实验小学党员教师利用周六上午时间，义务为孩子
们辅导功课。”临江街道办事处主任黄立南说。

监督孩子做作业、帮助答疑解惑、检查作业完成情
况……上午9点，在鲤城区实验小学李奕嫔与侯瑾斌两名党
员教师的监督下，临江街道辖区内 10多名来自不同学校、不
同年级的孩子认真地做着作业，学堂内不时传来问答声。

家住幸福社区的郑子琪同学，仅用一个小时便完成了
周末家庭作业。她觉得比起自己一人在家做作业，在厝边学
堂的学习氛围更好，老师既耐心又亲切，遇上不懂的问题都
会及时得到辅导。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所以在学校党支部发出到厝边
学堂参与志愿服务的倡议时，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李奕
嫔长期在教学一线，她深知小学生的性格特点，她希望能尽
己所能帮助更多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鲤城区实验小学有 74 名党员教师主动
加入厝边学堂志愿服务队伍，学校在每周六上午 9 点至 10
点半安排 2名党员教师到厝边学堂，义务辅导学生功课。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晓芹表示，好的学习习惯需要
从平时的点滴抓起，这项活动将作为学校党员志愿服务活
动持续开展，学校也将号召更多非党员教师加入这支队伍，
为所在辖区有需要的孩子与家长提供服务。

不少年轻家长打趣说，有了厝边学堂，他们家“母慈子孝”
的画面维持得更久了，因为孩子们原本需要花一天甚至一个
周末才能完成的书面家庭作业，在厝边学堂仅用一个多小时
便可完成，他们下班后不用再板着脸催促孩子做作业了。

“对于我们这些周末还要工作的家长而言，厝边学堂真
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孩子们有人监督，我们就能更
加安心地工作。”居民郭增辉说。

接下去，临江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还将继续挖掘辖区内
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推进更多学校与社区资源互动
开放。除了与鲤城实小持续办好厝边学堂外，还将探索形式
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课后服务，既解决学生的全面发展需
求，又免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助力打造优质高效的“一刻钟”
便民服务圈。

在泉州临江街道，鲤城区实验小学党员
教师走进社区“党建+”邻里中心，周末义务
辅导孩子们做作业——

社区与学校互动
厝边学堂受欢迎
□本报记者 黄枫 通讯员 施远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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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

第十七届省运会开幕在即。在已结束的
比赛中，泉州代表团成绩斐然，获得青少年
部 58 枚金牌、81 枚银牌和 41 枚铜牌，金牌
总数和总分暂居全省第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泉州市坚持体育事业
与体育产业双轮驱动和“双星”闪耀的发展
战略，推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等体育事业
全面发展，大力发展运动鞋服等体育产业，
涌现出安踏、特步、舒华等一批享誉全国的
运动品牌，走出了一条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

“双星”闪耀之路。

竞技体育闪耀

在泉州，体育一直是一个热词。近年来，泉
州的运动健儿，在国内外重大竞技体育赛事
中，不断争金夺银，刷新了泉州体育的新纪录。

目前，泉州拥有 3 个国家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5 个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并积极探索网点校建设模式，目前共设立

11 所网点校，涉及击剑、摔跤、射箭、羽毛
球、乒乓球、篮球、田径等项目。

近年来，泉州累计向上级运动队和高等
院校输送了 650 余名优秀苗子。涌现出了李
发彬、黄东萍、林超攀、陈海威、王乌品等一
大批高水平的国际级选手，泉州市运动员在
各项大赛上屡创佳绩。

泉州市还积极推行“多元化”办赛改革，
推动 CBA、WCBA、WCVA 福建主场落户泉
州，球场上座率稳步提升；随着环泉州湾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中国羽毛球超级联赛季后赛、
全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等一大批专业品牌
赛事相继成功举办，以及泉州“村BA”的破圈，
带动了泉州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

全民健身热潮

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泉州还大力完善
体育设施，推动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

近年来，泉州市统筹推进建设群众身边

的健身设施、健身指导、健身组织等一系列
体育惠民举措，构建了覆盖城乡、绿色智慧、
全民参与的高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2014 年以来，已建设中央、省、市级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 700 多个，共有各类单项体
育协会、群众性体育组织 556 个，累计举办
各级赛事（活动）2500 余场（次），带动近 300
万人次参与健身。

泉州市体育局连续 5 届获评“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2022 年，晋江、南安、永春
被评为福建省首届全民健身模范县，获评单
位占全省 1/3 强，同时，晋江市作为我省唯
一单位推荐参评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
泉州全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占到了
全市总人口的 40%以上，《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总体合格达标率 91%。

体育产业做大做强

与其他城市相比，泉州还有一个强大的

体育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以运动
鞋服为主体，缔造了一个总产值超过千亿元
的运动产品产业集群。

统计显示，目前，泉州全市共有 16280
家体育企业，位居全省第一；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27 家，涌现出安踏、匹克、361°、舒华等
众多走向世界舞台的民族品牌，全市体育产
业总产出（总规模）超 3000 亿元，约占全省
体 育 产 业 总 产 出 的 70% 以 上 ，占 全 国 的
11.14%。全市共有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1个、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7个，数量居
全省第一。

作为中国体育产业重镇，多年来，泉州
高度重视体育产业发展，深入布局体育产业
链条，先后出台多项相关政策，设立市级体
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
业转型升级，形成“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截至目前，泉州共有 12 家体育企业在
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72 家体育企业在新
三板和海峡股权泉州交易中心挂牌。

泉州：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双星”闪耀
□本报记者 何金

“再来一次，注意动作。”训练馆内，来自
东山的跆拳道运动员正在进行两两一组的
实战模拟训练。在今年的第十七届省运会
上，东山共有 7 名跆拳道运动员闯进各级别
的决赛。“训练主要抓学生的技术、体能、思
维等方面，力争在比赛中做到‘快准狠’。”东
山县少体校跆拳道教练李芳斌介绍道。

第十七届省运会将于 27 日开幕，在今
年早些时候，已有多项比赛陆续完成，漳州
代表团在优势项目上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沙
滩排球项目获得 3 金 2 银 1 铜，体操项目勇
夺 12 金 10 银 6 铜，均创参加省运会历史最
好成绩；拳击项目夺得 7 金 4 银 8 铜，成绩也
大大超过上一届；此外，高尔夫项目也取得
历史突破，斩获 1金 1铜；皮划艇激流回旋项
目首次参赛就夺得 1枚金牌。

记者从漳州市体育局了解到，为备战本

届省运会，漳州自 2018 年开始立项、布局，
开展新周期培训工作，建立起完备的“三大
球”训练体系，同时，新建皮划艇激流回旋、
轮滑冰球、空手道、滑板等运动项目。目前全
市开展的青少年竞技项目达到 28 个，与省
运会设置的 29 个比赛项目相比，覆盖面近
97%。本 届 省 运 会 ，漳 州 代 表 团 共 派 出 近
1400 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部竞技组 28 个
大项、青少年部俱乐部组 11 个大项和群众
部 13个项目。

近年来，漳州市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
补齐短板，不断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协调发展。作为“女排娘家”，漳州对
于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关注始终热度不减，越
来越多的漳州健儿在各大体育竞赛中发扬

“女排精神”，勇创佳绩。
2021 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漳州籍运动

员卢云秀斩获女子帆板 RS∶X 级金牌，实现
漳州历史上奥运会奖牌、金牌“零”的突破；
2022 年，吴阿顺在 DP 世界巡回赛肯尼亚公
开赛上夺冠，成为第一位在非洲大陆夺得
DP 世界巡回赛冠军的中国球员；欧烜屹与
北京选手刘雨辰搭档夺得印尼羽毛球公开
赛男双冠军；张馨蕊、胡金玺参加 U18 女排
亚锦赛摘银；邱祺缘摘得 2022 年全国体操
锦标赛女子平衡木金牌；郑益昕领衔的福建
队摘得 2022年全国女排锦标赛铜牌。

在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漳州市体育事业
建设的稳扎稳打。目前，全市有市级少体校
1 所、县（区）少体校 11 所、国家重点后备人
才基地 3个、省级重点后备人才基地 7个、市
级训练基地 5 个、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4个，向国家队输送了女排运动员 4名、体操
运动员 3 名，向省队输送了排球运动员 21

名、体操运动员 10 名，另外，田径、击剑、武
术等 14 个项目还向省队、省体校输送了 35
名运动员。

此外，依托“女排娘家”的区位优势，漳
州的体育产业也走向了蓬勃之路：全市体育
产业单位近 1500 家，从业人员约 3 万人；体
育用品制造业初具规模，全市服装鞋帽、竞
赛器材、健身器材等各类体育用品生产企业
64 家；建设国家级体育小镇长泰林墩体育
特色小镇以及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南靖
县南坑镇、龙山镇。

省运会的赛场是漳州展现体育建设成
果的舞台，漳州代表团的成员们在赛场上迎
难而上，突破自我。而漳州也将不断发扬女
排精神，落实到体育事业各项工作之中，展
示漳州体育敢拼会赢面貌，体现漳州改革发
展新形象。

漳州：发扬女排精神 展示敢拼会赢面貌
□杨凌怡 吴志坚

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福建省科协获悉，21 日，
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第一届中国科技青年论坛获奖名单，
由省科协推荐的侯旭、游伟伟、付志飞、杜鹏程等 4 名青年
科技人才在专题分论坛演讲环节表现优异，均榜上有名。其
中，厦门大学侯旭、游伟伟和福建医科大学付志飞荣获二等
奖，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杜鹏程荣获三等奖。福
建省科协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中国科技青年论坛由中国科协主办，致力于打造青年
人才交流观点、分享心得、碰撞思想的平台。本届论坛主题
为“自立自强，创见未来”，参与对象为各领域、各行业 40 周
岁以下的青年科研团队负责人、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
技能人才、科技管理人才以及科协系统干部等。

第一届中国科技青年论坛获奖名单公布

我省4人喜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黄枫） 近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发布《关于公布“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教育培训项
目及课程资源第三批推介名单的公告》，确定了“智慧助老”
优质工作案例（26个）、优质教育培训项目（64个）和优质课程
资源（166门）第三批推介名单，我省18个项目被教育部推介。

据了解，2022 年教育部组织开展了“智慧助老”优质工
作案例、教育培训项目及课程资源推介工作。截至目前，已
推介三批名单，我省共有 53 个项目被教育部推介，入选数
量位居全国第五。在此次推介名单中，厦门市思明区社区教
育服务中心的《梧村街道东坪社区“智‘汇’夕阳”近邻课堂》
入选优质工作案例；宁德开放大学的《智慧助老 银龄无
忧》、厦门市翔安区老年大学的《翔安区委老干部局“1+3+5”
创新项目“智慧助老”实验课》入选优质教育培训项目；福建
开放大学（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的《闽南之乡，清茶之
味》、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的《压花装饰花艺》、湄洲
湾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新创业基础——老而不休必备课程》
等 15个项目入选优质课程资源。

我省53个“智慧助老”
项目获教育部推介

近 日 ，2022
福 安 好 穆 阳 畲
乡 第 三 届 山 地
半 程 马 拉 松 暨
第 三 届 职 工 亲
子定向赛，在福
安 市 穆 阳 镇 举
行。来自省内的
400 余名选手在
参加竞赛活动的
同时，领略畲乡
优美环境和深厚
的畲族文化。
范陈春 林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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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闭幕式等
重要活动的主体育场卢塞尔体育场的
施工建设任务由中国企业完成，该体育
场标志性的主体钢结构和屋顶索膜结
构也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

主体钢结构和屋顶索膜结构相当
于卢塞尔体育场的“钢筋铁骨”。不仅要
给人带来美的视觉享受，还要有足够的
承载力，同时兼顾经济性。这一复杂的
设计难题被一家北京企业破解，他们此
前设计的作品公众耳熟能详：北京工人
体育场、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国
家体育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北京
冬奥村……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下

称北京建院）总工程师朱忠义告诉记者，
主体钢结构和屋顶索膜结构是卢塞尔体
育场最复杂的系统。针对索膜结构设计，
团队开发出一套综合形态分析方法，可以
使索膜结构的位置、形状严格满足建筑要
求，进一步开展多工况下的线性计算分析
后，形成解决难题的关键技术。

在体育场主体钢结构设计过程中，
团队则开发出一套参数化建模程序，能
够高效开展多方案研究。中国设计师提
出的“曲线V柱”结构方案，不仅取得优雅
的建筑视觉效果，满足功能要求，还节省
用钢1.2万吨、减少钢结构造价约40%。

朱忠义透露，由于卢塞尔体育场结
构体系复杂，团队从设计之初到最终建

造，全过程使用了BIM（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基于BIM数据库和大量国产自主
研发的操作程序，使BIM建模和出图效
率较传统手段提升80%以上。可视化三维
模型和传统二维图纸的同时交付，为设
计、施工的一体化开展提供了巨大便利。

朱忠义告诉记者，卢塞尔体育场是中
国设计师践行“走出去”战略、打造“中国
设计”品牌迈出的重要且扎实的一步。

“卡塔尔世界杯非常精彩，但更让
我激动的是，‘中国设计’‘中国智造’已
经站在世界舞台上，‘中国贡献’如繁星
一般照亮了这届世界杯。”朱忠义说。

本专栏文图均据新华社电

“中国设计”撑起主体育场“钢筋铁骨”

“首场比赛拿到一分，不是世界末日。”
——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与威尔士队的比赛

中，美国队全场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直到尾声阶
段才被对手扳平。对此，美国队主帅伯尔哈特坦
言，没能全取三分，队员们很失望。

“百分之一百万（确定是他）！他（贝尔）从没让
我们失望过，这次也一样，关键在于贝尔！”

——当被问到当时是否准备让贝尔主罚点球
时，威尔士队主帅佩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当日，
威尔士队也依靠这粒点球以 1∶1 战平美国队，收
获宝贵的一分。

“结束比赛的方式我不太满意，我们丢了两个
球。”

——尽管英格兰队 6∶2大胜伊朗队，但英格兰
队主帅索斯盖特对丢掉的两个球依然耿耿于怀。

“登上世界杯的舞台是我儿时的梦想，但我从
没想过梦想能够成真。即使在俱乐部，我都没参加
过国际比赛。”

——在世界杯赛场完成国家队首秀的荷兰队
门将诺珀特一战封神。在荷兰队 2∶0 击败塞内加
尔队的比赛中，他屡次救险，力保城门不失。

“队员们有些紧张，赛前我们去了海滩，喝了
咖啡，但显然没有帮助他们缓解压力。”

——尽管荷兰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
红”，但主教练范加尔并不满意球队的表现。看来，
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舞台，“无冕之王”也紧张。

“在经历过所有之后，能够参加世界杯对我来
说很特别，从重返球场的那一刻起，这就是我的第
一目标。”

——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去年欧锦赛上与“死
神”擦肩而过，经历手术后重回赛场，谈到 22 日即
将到来的与突尼斯队的世界杯小组赛首战，他满
怀期待。

“说实话，我们已经准备好10套庆祝进球的
舞蹈了，进一粒球跳一种舞。当然，如果我们哪场
比赛进球数超过10个，那就得创新了。”

——谈起即将开启的世界杯旅程，巴西队前
锋拉菲尼亚显得信心满满。

“我用中国的老抽，日本的酱油里有一点酒
精，带不进卡塔尔。我们在当地买了中国的老抽。”

——日本队内的“五朝元老”主厨西芳照这次
来到卡塔尔，不仅在餐厅大堂架起铁板烧，现场烹
饪食物，还用上了中国的调料。

场外

爆冷爆冷

22 日，在 C 组比赛中，阿根廷队以 1∶2 不敌沙特
阿拉伯队。图为沙特阿拉伯队球员萨勒姆-达瓦萨
里（中）在打入球队第二粒进球后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