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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0中国陆上赛艇极
限挑战赛在位于日照的山东省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落幕。本次挑战
赛由中国赛艇协会、山东省体育
局、日照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
东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日照市
体育局承办。比赛中，中国男子赛
艇的领军人物张亮打破陆上赛艇
男子马拉松赛世界纪录，山东姑
娘张敏在无滑轨测功仪半程马拉
松比赛中勇夺第三名。本次比赛
也吹响了全国体育赛事复工复产
的号角。 (宋莹)

陆上赛艇全国赛
鏖战日照“暴风雨”是挑战，也是机遇

日前，青岛“开放办体育”集
中签约仪式暨推动体育复苏“全
民健身月”活动发布会举行，青岛
市体育局同包括海尔集团在内的
57家企业单位集中签约了59个项
目，其中金额超过千万的就有 2
个。涵盖15项健身活动的“全民健
身月”活动同日全面启动，这标志
着岛城拉开了疫后全民健身大
幕，后疫情时代青岛体育全面复
苏。 (贵敏)

青岛“开放办体育”
59个项目集中签约

近日，全国铁人两项线上冠
军赛在山东威海、河北承德、河南
郑州三个赛区同时开赛。比赛通
过“线上虚拟骑行+线下实景跑
步”的互动形式，实现运动队、运
动员之间的隔空对抗，开辟线上
新赛场，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水平，
激发训练热情。比赛中运动员要
使用智能骑行台和竞技骑行软件
完成线上虚拟骑行10公里，线下
实景跑步2 . 4公里，所有组别均采
用该统一的比赛距离。山东队派
出 6名队员在威海参赛，最终获
得4金。 (宫尚文)

全国铁人两项线上赛
山东选手收获丰

近日，全国田径训练基地特
许赛(山东第二站)在山东省田径
运动管理中心落幕。此次比赛是
由山东省体育局主办，赛事为期
三天，共有170余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中，无论是老将还是年轻队
员都有不错的表现。比赛中共有2
人达健将，69人次达一级水平。中
心主任杨刚表示接下来会定期进
行队内特许赛，以便及时掌握队
员的训练状态，并对比赛中暴露
出来的不足进行认真总结，在即
将到来的夏训中不断改进与完
善。 (孟奂)

田协训练基地特许赛
第二站收官

省健身运动会
万人健步走上线

云走齐鲁，乐享健康。由山
东省体育局主办的中国体育彩
票“云走齐鲁乐享健康”山东省
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线上万
人健步走活动日前正式启动队
长招募、队员报名，比赛将于6月
19日至7月19日进行。本次活动采
用云健走、云打卡的形式，以健
走团、跑团的形式报名，要求参
赛人员30天内至少完成21天打
卡。活动参与灵活，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旨在通过“线上+线下”
联动，为群众搭建“全民健身云
舞台”，引导群众疫情常态下科
学健身、开展网络赛事活动，推
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贡献体育力量。 (史文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靳宇豪

从晴天到暴风雨

2020年开局，正当所有体育
培训机构雄心勃勃，支好了摊子
准备在体育培训行业大干一场
的时候，疫情的突袭，让这个人
员密集型行业按下了暂停键。

春节前还热闹非凡的篮球
场、足球场以及各类体育项目的
场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昔日孩
子们的呐喊声、教练们的哨声都
消失不见了。疫情期间，居家隔离
成为国民共识，没人再出来进行
体育活动，这对主要依赖学员线
下学习完成收益的体育教育培训
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
招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在接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
济南恩禹足球俱乐部负责人郝蔚
提有些无奈，“年前的时候，我们招
生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
态，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是非常特殊的时期，所
有人尤其是孩子们
都不可以出门，
我们的工作也
陷入了一个
停滞状态。给
孩 子 们 上
课、训练是
不可能的事
情，招生那
时候也几乎
是 一 无 所
获。”

与恩禹足球
俱乐部有着相似遭
遇的体育培训机构并
不在少数，琢玉牛头梗棒垒
球俱乐部负责人陈佩佩谈及疫
情，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疫情开
始的时候，俱乐部寒假集训取
消、相关的比赛也都取消了。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一开始
能做得并不多，整个俱乐部也有
一定的亏损。”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冲击，太多不确定性因
素让大家都不敢贸然前进，尤其
是对于人员密集型的体育教育
培训行业来说，这种“停滞”更是

相当于让整个行业从晴天直接
置身于雷暴。

线上无法代替线下

伴随着疫情对体育培训行
业的持续冲击，战战兢兢成为每
个体育培训从业者的常态，面对
至暗时刻，大家都在寻找办法最
大化地止损。疫情期间，线下实
体店的线上直播带货成为新的
潮流，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救活”
了相当一部分商家。

线上模式给体育培训行业
带来了新的启发，为了保持与学
员之间的黏性，许多体育培训机
构开启了线上的探索，但体育的
强线下属性让线上的实际效果
不尽如人意。

疫情期间，山东力速轮滑俱
乐部做了不少线上的探索，这家
从2004年就开始做轮滑青少年
培训的俱乐部，拥有非常丰富的
线下教学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教
学体系，但线上教学模式，他们
也是“新手”。“疫情期间，为了保

持与学员的联系，从
我们俱乐部自

身 来 讲 ，做
了大量的
探索，包
括我们
不 断
地 开
发 线
上 的
比 赛
模

式。”俱
乐 部 总

经 理 崔 永
涛坦言，“但

作为体育培训行
业来讲，还是比较注重

于现实的体验感。线上毕竟会减
少很多的这种体验乐趣，包括我
们很多的竞技类项目，它只有几
个人在一块有同场竞技的情况
下，才能体会到一种不同的乐
趣。你自己锻炼得再好，没有一
个平台去展示，或者说没有一个
对比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会有较
差的体验感。无论是抱着检验学
员们训练水平的目的也好，还是
以比赛为目的也好，都会减少很
多的体验感。”

诚然，体育的魅力多半在于
亲身的体验感，只有亲自去体验
了，才能最大程度地体会到其中
的快乐。对于青少年来说，活泼
好动是他们的天性，然而随着体
育活动课程搬到线上，难免会让
孩子们对原本充满热情的体育
项目，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

在更强调亲身体验的体育
培训行业，是否还要持续线上教
学，值得从业者去思考，“线上教
学是特殊时期的举措，作为我们
体育教育培训行业来说，主流教
学模式肯定还是要放在线下进
行。未来，线上教学肯定会有，但
它终究是线下教学的一种辅助
形式。”崔永涛表示。

洗牌后，适者生存

疫情之前，体育教育培训机
构在市面上数不胜数，在行业

“寒冬”之下，有些机构在疫情开
始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撑不住了，
抗风险能力堪忧。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大
力倡导扶植体育产业，包括体育
健身、体育培训，在这种良好的
形势下，有很多机构抱着投机的
心态在不断扩张，但摊子铺开以
后，并没有获得积累，或者说这
些机构还完全处在投资阶段，没
有资本回笼。”在体育培训行业
有将近20年从业经验的崔永涛
表示，“比如说，从一个店面盈利
以后，接着把盈利的资金拿去继
续扩建，以此类推，在外界看来
这个机构是拥有很多店面和很
多员工的大型机构，但是实际上
它的现金流很差。一旦有外在风
险，比如说这次的疫情，它的资
金流就会立马断掉，牵一发而动
全身，最终会导致全盘的崩塌。”

相应地，能在这次行业“寒
冬”中留下的机构，都具备一定
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复工复学的
不断深入，存活的机构将有机会
赢来新一轮成长期。“疫情给我
们带来了冲击，但也不全是坏的
影响。通过这次疫情，家长们更
加注重孩子的身体健康，越来越
多的家长会主动在市场上寻求
优秀的体育教育产品，现在来我
们这边报名的孩子，每个月在数
量上要比疫情之前翻了一倍还
要多。”济南恩禹足球俱乐部负

责人郝蔚表示。

练好内功，提升免疫力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大
部分行业都已经复工复产，大众
的生活也都基本恢复了正常。这
次疫情将“体育锻炼”重新拉回
大众视野，将强身健体的需求再
次放大，这让坚持到现在的体育
培训行业看到了曙光。

在渡过行业危机之后，如何把
握未来市场，成为眼下体育教育培
训机构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次
疫情让家长对于提高孩子身体
锻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了。这给
青训机构带来一个机遇。作为一
个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不仅要
传达专业知识，更要让孩子们养
成终身体育的习惯。这就要求相
关机构要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
系统的课程体系，孩子们的训练
效果和家长们的满意程度，是一
个体育教育培训机构长远发展
的基石。”山东建筑大学体育教
师高翔认为，青少年体育培训行
业的师资力量和课程体系是行
业长久发展的基石。

山东力速轮滑俱乐部面对
疫情的冲击，是同类机构中为数
不多能从容应对的。崔永涛介绍
了他们的心得体会，“我们经过
多年的发展，一直主张平稳发
展，我们也没有料到疫情来得如
此突然，发展如此之快。我们俱
乐部能相对平稳地应对疫情带
来的冲击，主要还是一个长期的
积累，包括经济储备，与员工们
之间的黏性保持，这都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俱乐部的抗压能力，
可以直接决定未来能走多远的。
在疫情战线拉长的情况下，我们
早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
们再坚持一年都没有问题。”

对于扛过这次疫情危机的
体育教育培训机构来说，危机过
后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过
疫情的冲击之后，留下的这些机
构都切身体会到了发展自身硬实
力的重要性。未来，在体育教育培
训行业这片广阔的蓝海中，每一个
机构都是在海上单独行驶的船只，
只有不断地完善船只应对风浪的
硬件条件，才能行驶得更加平
稳，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冰冰球球运运动动的的培培

训训也也逐逐渐渐热热门门。。

足球培训吸引了不少热爱运动的孩子来参与。(资料片)

巨大的市场需
求，让体育培训行业
蕴含了巨大商机，各
类体育项目的青少
年培训机构应运而
生。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这个正处在黄
金上升期的行业如
履薄冰，面对至暗时
刻，如何在曙光到来
之前保存自己？未来
如何更好地“活”下
去，成为每个体育教
育培训从业者要破
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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