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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一线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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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冠军背后的教练们
四年一次的省运会是省内最高级

别的体育赛事，在这个舞台争金夺银，

不仅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也是每一

个教练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陈经

纶体育学校的教练们除了角逐省运会

的雄心，他们还将目光放到了更多元更

广阔的领域，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

经验为运动员创造更持久的运动生涯，

为他们探寻更多元的发展空间。

李向：教练的格局影响着
运动队的高度

杭州市劳动模范，陈经纶体育学校

羽毛球队总教练——李向，带训成绩斐

然，在他的手上出过多位世界冠军、亚

洲冠军。在 2022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运

动会羽毛球项目中，他率领的杭州队豪

取9金4银4铜，包揽了该项目50%的金

牌数，再创杭州羽球辉煌。

所有熟知李向的人都说：“李教练

的特点就是不怒自威”，队员们对他无

不敬畏三分。李向很有智慧地把队员

的这份敬畏心变成了每个人的责任心

和自信心，让他们都明确自己在团队中

的位置，清晰自己对团队的意义，最大

可能地发挥运动员自身的潜力。

关键时刻，李向永远是先人后己。

为了让羽毛球队的另外两个年龄组有更

多的场地备战省运会，他带着自己的年

龄组去了桐庐，把体校的场地让了出

来。这就意味着教练组必须承担更多的

责任和繁琐的日常事务。运动员们每天

在酒店和体育馆之间的多趟往返，得由

教练员们自己开车接送；疫情原因，家长

不能探访，队员不能回家，教练员更不能

回家，每周日一天的休息时间，他安排组

里的其他教练们组织各种有意义、又能

放松的活动。李向觉得，大家是一个完

整的杭州队，分工不分家，目标只有一个

——全力以赴确保夺金！

羽毛球比赛分为团体赛和单项赛，

他把各个任务分解到每一个队员，根据

不同的对手，针对性安排训练，模拟主

要对手的习惯性打法，让重点队员能够

提前预防，提前适应这些习惯球路，最

后才能在省运会中发挥出备战效果。

羽毛球队三冠王俞冠宏，从团体赛

开始都一直兼项打单打和双打。团体

决赛第一局输给对手后，迅速调整好心

态，一分一分稳扎稳打，最后2比1逆转

拿下非常关键的一分。特别是在男子

单打决赛那场球，第三局4比11落后的

情况下，抓住每一个得分机会，最终 23

比 21 拿下这场男单决赛。顽强的表现

给所有的队员起了一个榜样：只要有信

心，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赢。

在李向的影响下，羽毛球队上至教练

组下到运动员，都拼劲十足，越拼越勇。

他们劲往一处使，声音往一处喊，为了给

队员们呐喊助威，所有教练员运动员在最

后全部喊到失声，说不出话来，成为杭州

代表团的一大笑谈。但也正因为如此才

成就了一支敢打敢拼敢胜利的钢铁强队。

王降雨：运动员的多元发
展是新时期的新要求

王降雨教练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

子，白净温婉，初次相见很多人不相信

这是一位柔道高级教练，更不敢相信这

娇小的身躯在赛场指导时能发出那样

铿锵有力的声音。

柔道男甲半决赛，从规则正赛的四

分钟进入金分加时赛23分钟才最后见分

晓。这场比赛不仅是运动员之间竞技水

平的较量，更是运动员精神意志以及和

教练员的默契信任度的较量。根据柔道

规则比赛时指挥教练员不能说话指导，

只能暂停期间简单指导，而看台上教练

员不限制指导。当时王降雨教练在看台

上做指导，两名教练员用声音和运动员

身体做配合，一次次的力不从心，又一次

次马上再用声音给运动员鼓励，运动员

则努力用身体反应。赛场和看台都已经

忘了时间忘了疲倦，只知道坚持到底，一

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被打倒就要起来

打倒对方。当最终杭州队江俊晖以大外

刈一本赢下比赛时，三人同时发出了震

天大吼，这是对胜利的欢呼更是对彼此

默契配合、无间信任的肯定。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这种信任和默契

来自日常训练的一点一滴。王教练认为

教练员和运动员就是一面镜子一张脸，

关键时刻一个声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

都能决定比赛胜负。只有互相尊重互相

信任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才能互相进步，

成为赛场上最好的合作伙伴。

但是王教练认为教练员的意义远

不于此。年轻的时候，她和大多数教练

一样，希望尽快出成绩，慢慢地她的想

法改变了。随着社会发展，成为专业运

动员已经不是基层运动员唯一的选择，

他们可以进入很好的体育特长大学、警

校继续深造学习，成为有用之才。因此

和成绩相比她更重视因材施教：有能力

走专业道路的就针对性专业发展；适合

继续升学的，就培养运动员全面发展。

王教练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不断

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实现新突破，努力

使队伍成为一支全面发展，敢打硬仗，

敢打胜仗的运动队伍。

高俊宏：文化滋养品行，
健康的心理保障长远发展

省运会七金得主朱米拉在男子200

米混合泳比赛结束起水后，坐在地上大

口大口喘着粗气，因为拼尽全力，根本

没有办法站起来。和备战的很多时刻

一样，主教练高俊宏默默陪在他身边，5

分钟后搀扶着他站立起来。

这位手握本届省运会 13 金的教练

看上去温文尔雅、沉稳可靠，只要队员

需要他就能及时出现，就像他默默站在

朱米拉身后一样。

你不知道他怎么掌握了状况，你

只需要相信他一定会出现。在备战省

运会的一年时间里，运动员们早出晚

归，每天在体校与教练相处的时间远

远超过了父母。年轻的高教练仿佛一

夜之间多了 10 来个孩子，除了操心他

们的训练还要关注孩子们饮食是否营

养 ，有 没 有 生 病 ，特 别 是 学 习 是 否

认真。

高教练非常重视文化学习，为了保

障运动员的学习时间，即使是在训练最

紧张的时候，还争取让运动员文化课时

间增加一倍，落下的课程在训练之外的

课余时间能补尽补。在他的坚持和努

力下，训练队的孩子不仅专业成绩傲

人，文化成绩也很优秀。

高教练总是和运动员们强调运动

成绩的提升与文化素养和心理素养的

提升息息相关，运动员只有对比赛的胜

负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做到胜不

骄，败不馁。

在他看来运动训练是一个长期的

综合过程，教练应该根据不同运动员

的年龄、运动水平、运动年限制定科学

合理的长期训练计划，训练计划要有

针对性、系统性和长远性。训练过程

要注意方式方法，要适应不同年龄段

的特点，避免拔苗助长，确保小运动员

身心健康成长。唯有如此，运动员们

才能走得更远。 （黄婉）

萧山跨湖桥“爱心驿家”
获评全国最美站点

近日，全国总工会发布2022年“最美工会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名单，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总工会跨

湖桥“爱心驿家”获评“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走进跨湖桥“爱心驿家”，映入眼帘的是洁净温馨

的大厅，摆放有序的书籍。约30平方米的空间内，微

波炉、电冰箱、应急药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几名户

外工作人员正在休憩闲聊。

据了解，跨湖桥“爱心驿家”位于跨湖桥遗址博物

馆入口处，节假日日均客流超1万人次。景区保障人

员较多，工作量较大，因此跨湖桥“爱心驿家”一经投

用，便成为湘湖景区环卫工人、执法队员等户外职工就

餐、饮水、休息的温馨港湾。此外，跨湖桥“爱心驿家”

还先后举办快递小哥交流会、暑期送清凉等各项活动，

让户外职工真正感受家的温暖。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工

会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利用湘湖沿岸的文化历史空间

和悠闲度假设施，结合实际打造“党建+爱心驿家”，接

下来将进一步增强服务保障、宣传展示等功能，继续当

好职工的“娘家人”。 （漏鑫瑞）

大关工会
冬日送温暖

为保障隔离户和辖区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医药

需求，大关工会依托全街8个社区57个网格全面成立

暖心小分队，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重病患者等群体提

供送医、送药、送物资等服务，让辖区群众感受到冬日

里的温暖。

充分发挥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工会纽带

作用，结合免费口罩分发活动，向社区提供药物代配清

单，集中购药、送药上门。发放过程中，工会工作人员

还会向他们普及如何做好居家防护、健康监测，为辖区

群众纾解焦虑情绪，筑起心理防护墙。

确立世纪联华水晶城店、大关店为定点供货单位，

建立超市社区专人微信联络制度，根据需求将采购清

单发给世纪联华店，超市工作人员则根据社区发来的

购物清单配货打包，发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上门给

居家隔离户送货。

南苑社区工会、香积社区工会与奥航服务有限公

司工会共同设置了“邻里共享药箱”，倡导大家在满足

家庭用药需求前提下，向有需要的邻里提供支援和帮

助，共享感冒、退烧、消炎镇痛等防疫物资，以及体温

计、抗原试剂等医疗物品。 （丁卓帅）

蜀山街道总工会开展
线上法律监督暨劳动关系培训讲座

近日，蜀山街道总工会开展线上法律监督培训暨

劳动关系培训讲座。

本次培训邀请了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曹燕以

录制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授课。曹燕以《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为切入点，解读适用对象及适用行为，期间加入了

《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单位规章制度、《劳动法》中关于工

作时间等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为更

深入理解法律法规中的内容，曹燕律师加入了案例并进

行分析，使培训效果更好，工会干部更喜欢看听。

通过本次线上培训，既提升了工会干部解决问题

的能力，又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丁咪娜）

党湾镇总工会
守护新农人创业梦有“新招”

近日，党湾镇总工会依托“数智群团”数字化信息

平台，开展了“冬日送大米，关爱暖人心”活动。参与活

动的员工只要登录“数智群团”，消耗5个积分就有资

格抢兑本次福利，限量200份。

活动涉及的大米全部来自杭州巨光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而合作社的社长是全区首位90后女性种粮大户

——党湾姑娘诸沙沙。去年她创立了大米品牌——萧

沙，活动用的是她今年试种成功的优质大米——浙禾香

2号。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工会群团组织优势，助力党湾新

农人的具体举措，旨在让更多人尝到“萧沙”牌优质大米，

进一步提高“萧沙”牌大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福利拿在手里，感动暖在心里。拿到大米的职工

们纷纷表示，会将工会的关心关爱化作工作的动力，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党湾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自去年“数智群团”福利活动开展以来，党湾镇总

工会已推出元旦福利周-电影券免费送、迎亚运庆三

八免费领盆栽、邻里中心健身卡、送原生态大米等五次

福利活动，累计福利职工500人次。 （金亚囡）

王阜乡工会
组织垃圾分类对“症”做培训

为了帮助村民解决垃圾分类遇到的困难，杜绝混投

错分现象，近日，王阜乡工会委员会组织召集全乡垃圾

分类专管员开展垃圾分类正确投放专项培训会。培训

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将最新的垃圾分类标准及分类对

照表发给与会人员，告知大家将新出现的生活垃圾投放

到相应垃圾桶。二是教大家使用“垃圾分类”微信小程

序。小程序罗列了详细的垃圾种类及分类参照，里面的

“语音识别”“拍照识别”垃圾功能，是解决混投的有力武

器。三是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测试，检验培训成果。

“这次培训让我受益匪浅，许多垃圾我一时拿不准

该怎么分，就打开小程序，按下快门拍照上传，马上会

跳出垃圾名称，显示属于哪种垃圾，就不会分错了，回

去我要把它分享给村民。”垃圾分类专管员王利仙表

示。 （童丽霞）

1月6日，河庄街道总工会联合街道综合文化站、钱塘区美术家协会举办
“大展鸿‘兔’迎亚运 新春纳福送春联”活动。 （张国丽）

连日来，长
庆街道总工会联
系消杀公司消杀
辖区有需求的办
公场地，助力企
业正常运转。

（章柯清）

近日，湖墅
街道总工会开展
劳模工匠慰问活
动，向辖区53名
劳模、工匠送去
了慰问品及工会
的亲切问候。
（高嫄 蒋菲菲）

日前，华丰集团工会组织各分工会开展节前劳动保护检查，确保职工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华丰集团工会）

1月 1日，杭
州种业集团工会
组团参加新年祈
福走运活动。

（段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