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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加入体彩队伍成为一名专
管员，到现在十年了，我的青春岁月都献给
了中国体育彩票事业。”说起自己的从业经
历，来自辽宁丹东的隋虹军脸上洋溢着满满
的自豪。在这个东北汉子身上，为公益事业
拼搏奋斗的初心未改，黑土地孕育的热情和
勤劳，让他在体彩事业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奋斗，让热血奔腾不息
刚刚加入体彩大家庭时，就有老前辈对隋

虹军说：“这个行业干着可不轻松，常常很辛
苦，但咱们这是国家公益彩票，给国家的公益
事业出了不少力，是很有意义的，将来肯定会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这离不开你们这些专管
员的付出。你们是开疆破土的先锋！”鼓励的
话语点燃了隋虹军心中干事创业的火苗，从
此，他对体彩事业的热爱和激情奔腾不息。

当时，隋虹军负责凤城、宽甸地区，最远的
乡镇距离市区大概有120公里，交通不便只能
走乡路。他每天穿梭在各个实体店间，有时候
甚至累得直接睡在车里。隋虹军笑着回忆道：

“每天不是在送票就是在维修的路上，有时候
感觉车就像自己的床一样。”那么，是什么支撑
他战胜辛劳与疲惫，第二天打起精神继续前
行？隋虹军回答，是每位体彩代销者的笑容和
感谢。“有了他们的认可，我干什么都不累。”代
销者的一句“你们真不容易！”“分中心对我们
真好。”就足以消除他心中所有的疲倦。

虽然从事专管员的工作很辛苦，但每当回
忆起十年来与代销者们之间的点滴故事，隋虹
军认为再辛苦也值得——汗流浃背时的一条
毛巾，伤病时的一句问候，下雨时的一件衣服
……一枝一叶都触动着隋红军的心弦，点点滴
滴都深埋在隋红军的心底，十年间，有太多美
好的回忆让他与体彩的感情愈来愈深。

坚守，因热爱不改初心
201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隋虹军完成工作

后，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交通事故，造成十级
工伤伤残。

康复期间，他开始从事宣传工作。尽管在新
的岗位上也游刃有余，可是他的心里总是惦记着
专管员的工作，惦记着代销者们，也总收到来自
他们的问候：“身体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来？”

于是，2015年，他又重回专管员岗位。从

那时起，自行车就成为了隋虹军的好伙伴。一
天骑行50公里，每天背着沉甸甸的即开票穿梭
于丹东新区的实体店间。满负荷的工作量，让这
个1.83米大汉的体重从200多斤降到了160斤。

隋虹军热爱的专管员岗位，究竟是一份什
么样的职业？他说：“我们是所有体彩代销者
的服务者。虽然有个‘管’字，却是为了帮助他
们做得更好，不走弯路、错路。”为了更好地深
入代销群体、了解大众意见，他在体彩实体店
制作了意见墙，只要看到群众的疑问就会认真
回复；为了掌握每家实体店的情况，每天晚上，
他都会去各家店里转一转；为了更好地服务大
家，他自己学习拆解“一体机”，掌握维修技能；
为了让购彩者获得更加舒适的购彩体验，他开
始推动实体店形象改造；为了扩大即开票发行
渠道，他促成了体彩和其他单位的合作……

“做好专管员，什么都得会”，这是隋虹军从事
这份职业以来最大的感受。

追梦，为践行公益奔跑
得知荣获爱岗敬业“体彩追梦人”称号时，

隋虹军正在外送即开票。老实的他以为大家
在开玩笑，并没有当真，直到工作结束时看到
通知，他才相信这个荣誉真的降落在自己头
上。他激动地说：“十年努力没白费，大家对我
认可了。非常感动，一种无以言表的感动。”同
时，他还鼓励身边的代销者们，“下一个获奖者
可能就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好好干！”

“从专管员到宣传员，再到专管员。十年
纵横，初心未变。巡查体彩实体店风雨无阻、
夜宿乡镇家常便饭、一日骑行50公里不在话
下。伤痛阻挡不了你的执着，只有真心热爱的
人才懂得这份情怀。”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体彩追梦人展示交流活动中组委会给
予隋虹军的颁奖词。

他则谦虚地说：“大家都很优秀，我自己就
是坚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这些年唯一改变的
就是年龄，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干十年、二十
年。”每次路过公园、小区，看见体彩捐赠的健
身器材，隋虹军都感到特别高兴和自豪，“体育
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工
作成果。”

正是这看得见的公益成果，令隋虹军对体
彩事业有了执着和热爱，有了责任和担当，更有
了十年如一日的爱岗敬业。岁月流逝，当年奋
斗的热情从未熄灭，体彩将是一辈子的事业。

“体彩追梦人”巡礼系列——

隋虹军：十年奋斗 初心未改
张天爱超自律，“吃货”王菊好委屈……

《哎呀好身材》解码演艺圈减肥谜题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欣）“没有最瘦，只有更瘦……”减肥似乎
是演艺圈人士永不停歇的追求，人们尤其好
奇，明星有何减肥之道？如何实现身材管理
目标？将于8月25日在芒果TV与咪咕视频
联合上线的首档减肥生活观察真人秀《哎呀
好身材》，试图揭开这一谜题。昨日举行的
节目发布会上，张天爱、乔杉、凌潇肃、王菊
四位嘉宾提前就减肥做了分享。

发布会开始前节目提前播放的第一期
片花里，张天爱最后一个出场，却与凌潇肃、
乔杉和王菊三位画风迥然两样。

冰淇淋、夜宵啤酒、慕斯蛋糕……前三
位对吃似乎都欲罢不能，而张天爱一来便展
现了自己超强的自控力。

拍戏期间，她会为全剧组点炸鸡外卖，自
己却一口也不吃，在工作人员反复诱惑和劝
说下，才撕去炸鸡皮尝了一小口鸡肉；工作结
束之后，她连敷面膜的时间都坚持做塑形运
动，更是一边洗脸一边上下蹲，这种自律，也
是惊人。

同样身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王

菊却似乎对吃更有执念。现场播放的片段
中，王菊因为吃了慕斯蛋糕而触发减肥禁
忌，需要回健身房接受惩罚，她却辩解自己
只是误以为慕斯不等于蛋糕，与导演组僵
持不下，甚至委屈到情绪失控，独自在车上
流泪，最后还是回到健身房完成了500卡的
惩罚任务。

乔杉是出了名的夜宵爱好者，此次在节
目中除了展现自己的减肥生活之外，与妻子
莫丹的日常也看点十足。莫丹早起照顾宿
醉的乔杉，出于对乔杉身体的担心，劝他少
喝点酒，乔杉却不放在心上，莫丹直接被气
哭，意识到问题的乔杉想方设法成功把莫丹
逗笑，最后，乔杉承诺不吃夜宵、不玩游戏，
而在这样严格的减肥规则下，乔杉能否抵制
诱惑还是未知。

凌潇肃近来发福的身形被不少网友调
侃。节目中凌潇肃直接开启吃播模式，他还
说，“其实我是退役的伤病运动员，早年有些
运动的经验、一些注意事项，想跟网友分享，
其实科学减肥不是减重，很多门道，所以我
呢像个教练一样。”

张天爱等在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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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从上到下的人才输送渠道

重庆一直是中国举重的重要摇篮地
之一，不过，回到七八年前，用市体育局一
位工作人员的话来说，那时每次综合性大
赛后的总结会，举重队的领导都不好意思去
参加，因为成绩确实拿不出手。

“当时我们举重队就只有一个钟国顺拿
得出手，成也他一人，败也他一人。”杨鸿宁
回忆道。

而如今，在7月初的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及测试赛上，中国举重队包揽所有13个参
赛级别的总成绩金牌，其中就有李大银和秦
福林两名重庆人，这些在过去不敢想的事
情，都得益于杨鸿宁和他的团队七八年前就
开始的长期规划。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杨鸿宁首先
抓的就是提升教练员水平。“那个时候我
们的教练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为了让他们
尽快成长，我们就去外面请高水平的知
名教练、专家来讲课、座谈，只要有什么
培训班，我们都派教练去参加。”

而要选拔优秀运动员，只能从基层
抓起，“十年前，我们举重队在区县只有9
个训练点，其中大部分训练组织都不规
范。在体育局领导的关心下，现在我们
训练点达到了19个，除了江津、黔江这
些传统训练点，现在像云阳这样人数达
到40多人的训练点就有好几个。”

“其实有很多区县都很愿意搞举
重项目，那么我们就派教练给他们，同
时还解决了专业退役运动员的就业
问题。”杨鸿宁介绍，“举重说白了，就
是师傅带徒弟，派下去的教练发现
了人才，就会向我们推荐，这样就打
通了人才的输送渠道。”

除了基层输送渠道，杨鸿宁也很看重向
上输送的渠道，“我们跟北京体育大学也在
合作，现在有九名队员在北体大训练，其中
就包括两名这次在二青会上夺金的队员。”

重庆举重在二青会上“集体作战”

2016年，重庆举重的后备人才建设初
见成效。这一年，当时只有18岁的黔江小
将李大银首次参加全国锦标赛，就拿到单项
前八、总成绩前八的成绩。2017年，李大银
参加天津全运会男子77公斤级预赛，成绩
达到金标，并顺利入选国家队。

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上，全运会“四朝
元老”钟国顺终于圆梦，夺得77公斤级银牌，
实现了重庆直辖以来全运会男子举重奖牌零
的突破，而更大的惊喜则是李大银的铜牌。

“去年，我们已经有6名队员入选了国
家队，目前还有3名队员在国家队，为了全
力保障这3名重点运动员，除了我们自己的
一名队医长期在北京，还外聘了两名队医。”
杨鸿宁告诉记者，“很多省市都强调‘奥运促
全运’，我们在后面加了一句‘重点促后备’，
只有重点运动员尽快成长起来，我们培养后
备人才更有动力。”

这次二青会上，张荣粤以超过第二名
28公斤的巨大优势夺冠，丁红杰顶住压力
最后一举一公斤“绝杀”的表现，都得到了业
内人士的称赞。

而雄厚的人才储备更是让重庆举重队
显得游刃有余，杨鸿宁笑着说，“在好几个项
目上，现在都是我们的几个运动员去‘围攻’
其他队的一个运动员，这也是我们总结出的
经验：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必须集体作战！”

“希望李大银站上东京奥运赛场”

谈到2021年陕西全运会，杨鸿宁透露，
下一步将继续严抓队伍的训练管理和反兴
奋剂工作，自己已经在“军令状”上签字，“目
标是一块金牌，两块奖牌”。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李大银明年能代
表重庆举重，站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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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真是你们
重庆举重的福地啊！”
前天下午，在太原滨
河体育中心举重馆，
听到来自国家体育总
局举摔柔管理中心党
委书记毕东海的称
赞，重庆市第三体育
运动学校校长杨鸿宁
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天，随着重庆
云阳运动员张荣粤获
得体校乙组男子 73
公斤级冠军，重庆市
举重队在二青会上的
比赛全部结束，最终
收获4枚金牌、1枚银
牌、1枚铜牌，1个第
四名和1个第五名，
在此次举重项目的
50支代表队中堪称
优异。

杨鸿宁感到非常
欣慰，他告诉重庆晨
报·上游新闻记者，
“经过我们七八年的
努力，重庆举重总算
是走出低谷了。”

李霜为重庆队
收获一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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