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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动感禾城 建设
“１５ 分钟健身圈”
让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
每天清晨，秀湖公园里 ，三两成群的

市区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跑友一边欣赏着身边的美景，一边奔跑

“ 以前我们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的编制工作。

在绿荫跑道上，他们的一天从运动开始；

没有体育专项规划，所以要把这些地块都

每天傍晚，七一广场上 ，一群热爱跳舞的

控制起来为我们所用也是挺难的，我们出

阿姨们在这里热情起舞 ，旁边围绕着练

这个行动计划也是希望通过市级财政项

习滑轮的小朋友，他们的一天在运动中

目补助来牵动基层加强投入，进一步打造

结束……近年来，随着嘉兴健身场地的

优质、便捷的‘１５ 分钟健身圈’。”项志萍表

增多、 体育设施的完善以及市民运动意

示。

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

创建野
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冶
如何打开城市空间尧增加体育
元素钥

“动起来”的大部队里。
“十三五”以来，嘉兴围绕
“打造动感
禾城 建设健康嘉兴”的总体目标，构建了
较为完善的市、县、镇（街道）、行政村（社

“全民运动
目前，嘉兴正在积极创建

区）四 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体系 ，基本实

健身模范市”
，努力打造
“健康中国”样板

现了城乡体育设施全覆盖。据统计，截至

地，而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打开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全市拥有体育场地达到

市空间、增加体育元素呢？

１０１５８ 个，场地面积 １１１０．２８ 万平方米，人均

前不久，记者在秀湖公园采访的时

体育场地面积 ２．３４９ 平方米。

候，碰到两个背着网球拍背包的年轻人，

连续三年纳入民生实事项目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建设进度如何钥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公共健身
设施建设已经连续三年被纳入嘉兴市民
生实事项目，可见政府对于基层体育健身
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今年初，民生实事
项目定下的目标任务是全市建成基层专
项体育场地 ７０ 个，其中建成社区多功能

“ 我们都是
一问才知他们是来“踩点”的。
网球迷，就住在附近，之前听朋友说秀湖
场和体育休闲公园，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三

球馆开车要 ２０ 分钟，
“ 虽然不是特别远，

片专项体育场地 。

但是希望以后能在自家门口就能打球，这

建设野
１５ 分钟健身圈冶
你家门口有运动健身场地吗钥
家住信达东郡的李先生今年 ３４ 岁，

样就更好了。
”
记者了解到，虽然嘉兴市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了 ２．３４９ 平方米，但是市区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 １．９３５ 平方米，低于

运动场 ９ 个、足球场 ８ 个、中心村全民健

是个篮球运动爱好者，虽然工作繁忙，但

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全民健身设施方面，

身广场 ３ 个，实施小康体育村升级工程

是他基本上能保持每周打篮球 ２—３ 个小

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方面也存在供

５０ 个。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截至目

时，平均每天 ２０ 多分钟，
“因为我只要下

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老旧小

前， 项 目 合 计 完 成 ３９ 个 ， 总 完 成 率

楼就能打，我们小区里有打篮球的场地。”

区，没有供居民开展健身活动的场地，
“关

５５．７％，达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

李先生说，如果自己想跟人一起打比赛

键是没地方，老城区土地非常局促，即使

记者在《２０１９ 年嘉兴市市政府民生实

了，就会穿过一条马路，到南溪中学或者

是帮他们建，他们也没地方能建。”对于

事项目——
—（公共健身设施建设） 分解任

东栅中心小学去，
“ 这两所学校每天晚上

“１５ 分钟健身圈”的建设，项志萍表示目前

务指标》中看到，９ 个新建的社区多功能

都会开 放，里面篮球场 、足球场、羽毛球

还是受到制约的，
“虽然现在大部分小区

运动场主要分布在南湖区江南新家园社

馆、乒乓球桌都有，每天在学校里打球、跑

都有健身器材，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传统

区、湘南社区，秀洲区油车港镇杨溪村，经

步、
散步的人特别多。”

型、大众化的室外健身器材，并不是我们

开区洪兴公园等地，其中江南新家园社区

今年 ５０ 岁的王先生喜欢打羽毛球，

所说的高质量的专项体育场地。”

等五个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已经建设完成，

但是他家住在市区一个老旧小区里，没有

针对这一情况，市体育局编制了《嘉

体育设施包括篮球、羽毛球、排球、室外乒

室内场馆可以打羽毛球，他只有每周末抽

兴市区“１５ 分钟健身圈”建设三年行动计

乓球等专项运动场地；８ 个足球场主要分

空来到附近的蓝天羽毛球馆里打球，
“这

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对

布在南湖区江南新家园社区，秀洲区秀湖

里以前是冶金厂 ，后来改造成羽毛球馆

区、街道、村（社区）一级基本配置和提档

西侧，海宁胜利社区生态健身园等地，其

的。”王先生表示，自己从家里到这个羽毛

升级都做了部署要求。并且已启动《嘉兴

中江南新家园社区、秀湖西侧这两个笼式
足球场已经建造完毕，其他足球场也将在
今年 １０ 月前建设完成；３ 个中心村全民健
身广场主要建设在秀洲区国家高新区秀
湖公园、海盐县沈荡镇聚金村、桐乡市河
山镇八泉村内，其中秀湖公园内包括 ２ 片
篮球场、２ 片网球场、１ 个笼式足球场，已
经建设完成，但是目前还在整改审批阶
段，尚未对市民开放。
“小康体育村升级工程主要指的是，
一个行政村室内有健身房，室外有至少一
片专项体育场地，其中做篮球场、门球场、
乒乓球室的比较多。”对于小康体育村升
级工程，嘉兴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项志萍
对记者介绍道，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全
市已经做了 ４００ 个小康体育村的升级工
程，目前覆盖率已经超过 ５０％。”而条件更
好一点的行政村已经在建设全民健身广

有个网球场，就迫不及待地来看一眼。”虽
然网球场现在还没有开放，但是他们已经
畅想在这里打网球的日子了，
“ 环境还不
错，空间也很大，期待它快点开放，这样我
们也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网球了！”
今年 １ 月正式投入使用的秀湖公园，
已逐渐成为嘉兴跑友热衷的网红打卡地。
据了解，公园内的体育设施建设总面积达
到 ４００００ 平方米，极大地缓解了秀洲区主
城区乃至嘉兴城西区块公共体育设施不
足的问题，秀湖公园目前已成为秀洲区标
杆性体育公园，入夏以来，日均健身人数
达到了 ３ 万人次。
此外，２０１８ 年秀洲区还启动新建了秀
湖全民健身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１１ 万平
方米，分室内、室外两块，同时拟建设体育
培训中心、运动康复中心等项目 ，预计在
今年年底主体全部完工，并在明年 ７ 月前
投入使用。
总的来说，目前体育场地规划建设要
坚持“融体于绿（地）、融体于（广）场、融体
于（公）园、融体于景（观）、融体于空（地）”
的思路，将体育服务功能融入公园、绿地，
嵌入式建设健身步道 、笼式足球场、篮球
场、掷球场等专项体育场地。与此同时，将
专项体育场地建设与小城镇综合整治、城
乡社区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中心工作同
步推进，统一规划、优化整合，进一步增强
基层公共体育服务功能。
“我们要融合发展，通过体育设施进
公园，利用桥下空间，利用民间废旧厂房、
仓库改造等各种途径，来多元融合地挖掘
闲置空间。
”项志萍表示，现在嘉兴市区开
放式的公园里也增加了体育设施，
“比如
凌公塘公园马上就要建设完成的门球场，
经开区的洪兴公园今年新建了一个多功
能运动场和篮球场，运河公园在今年底之
前会做完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专
项体育场地的建设，以此来改善周边居民
的运动条件。”

文 ／记者 蒋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