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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专家
：中小城市发展体育产业需跨三道“栏”
日前在陕西省渭南市举行的 2019 中国
渭南体育产业高峰论坛上，数十位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为渭南发展体育产业出谋划策、传
经送宝。
在专家们看来，办赛门票销售策略问题、
场馆“两改”问题以及体育赛事的兑现渠道单
一问题，是摆在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体育产业
面前的三道
“栏”。
办赛售票有“门道”
原上海体育学院院长姚颂平在本世纪初
曾将 ATP 大师赛成功引进上海，
众多网球明星
每年固定在沪上聚会，
让申城拥有了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不过在引进高水平体育赛事后
究竟该如何设定门票价格？这里面可存在着
玄机。姚颂平说：
“ 门票定价要顶到天，落到
地。顶到天，
意思就是最高票价要符合目标对
象的最大承受可能性。落到地，
就是要定低价
票，
同时还要拉开不同等次票价的差距。
”
一次，有位滑水体育表演的营销团队负
责人找到姚颂平，询问其 100、80、60 元的门
票定价是否合理，姚颂平建议他们将门票改
分成 150、80、10 元三档。
“花 150 元买票的人，
有水有茶，还有丰富的比赛资料和小礼品，80

元的只有水和部分比赛资料，10 元的什么都
不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遗憾的是该馆不仅远离市区，而且还缺乏各
没有还得站着看，这样让相应票价的人享受
谭建湘说，改造功能具体包含优化体育
种配套基础设施，甚至连一瓶矿泉水都很难
到相应的资源，
才是合理的。
”姚颂平说。
工艺设施、完善多元服务功能、提升智能化服
在那附近买到，这样的规划显然称不上是成
此外，
姚颂平还坚决反对体育部门办赛时
务水平和打造城市体育综合体等措施。
“美国
功的。专家们认为，体育、旅游、文化、商业、
给其他相关部门大量发放赠票，
“一个场地就能
体育场馆的智能化程度很高，通过 APP 你能
农业等产业的融合，已成未来体育产业发展
坐 2 万人，你发了 5000 张赠票出去，还怎么赢
在去的路上了解到停车场剩余的车位数，需
趋势所在。
利？怎么保证合作企业办赛的积极性？
”
姚颂平
要去卫生间时它会导航你去最近的空闲着的
“这次我看到渭南下辖的一些市县都围
说，
中小城市办赛时最好不设赠券，
体育部门在
卫生间，需要用餐时它能帮助你找到场馆内
绕‘体育＋’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对他们来
其他部门前来购票时做好服务工作就好。
或附近最符合你口味的餐馆。这也是我们未
说，目前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引流，”鲍明晓说，
场馆
“两改”
是方向
来需要达到的一个方向。”
谭建湘表示。
“除了承办一些专业青少年运动员的比赛，我
去年 8 月至 11 月，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
至于改革机制，谭建湘说，大部分体育场
建议他们更多邀请大学生体协以及行业体协
学学院教授谭建湘曾带团队在全国 11 个省
馆的所有权未来肯定还是政府的，不过经营
的队伍来参赛或者训练，大学生人群会通过
区市的 27 家公共体育场馆调研，他发现，目
权是企业的，监管权是要给体育部门的。
“只
新媒体的方式快速传播你的基础设施，你的
前绝大部分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时间已经超过
要体育场馆位置好，条件好，从现在基本完成
地方就能快速吸引来大量客流。
”
15 年，甚至部分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公共体 ‘两改’的一些场馆来看，工作人员的收入都
而对于一些暂时缺乏资金进行大型体育
育场馆使用年限接近 40 年。老场馆设施陈
普遍比原来高了，改制工作整体还是比较平
场馆建设县市区，谭建湘建议可以通过 PPP
旧，既不能举行竞技体育赛事，也不能满足全
稳的。
”他说。
的形式寻找合作伙伴。
“不是仅仅建设体育场
民健身的基本需求。
体旅商融合成趋势
馆，可以把整个街区的修建都通过 PPP 包出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和谭
去，这样就相对能较好地吸引投资。另外，最
在全国开展公共体育场馆“改造功能、改革机
建湘等人都认为，当前体育产业存在运动场
好在规划体育场馆时把规划、设计、运营等环
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谭建湘说目前关于该
景消费连接不畅、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不全、兑
节都交给专业公司去做。现在部分国内体育
通知的具体实施意见也已编辑完毕，
“ 两改” 现渠道单一等问题。专家们举例说，西部某
场馆刚建好还没使用就被二次改造了，
这是对
已是我国 200 万个左右的公共体育场馆不得
省不久之前修建了一个极其专业的游泳馆， 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
谭建湘说。据新华社

孤独、
苦难、
慰藉
—— 一 位体育拓荒者的
“朝圣”
历程
大凡身处逆境不甘屈服、
砥砺前行者，
往
往有过人之节。在中国民族原创体育领域，
就有一位坚韧过人的拓荒者——吴彦达。令
人钦佩的胆识与超常的毅力，
以及13年的坚
守，
终于化作人生升华和事有所成。
54 岁吴彦达沉默已久，但一直在默默
耕耘。8 月 12 日，他立起了人生道路的又
一座里程碑。这天，他在北京脚斗士协会
成立大会上当选会长。这是中国大陆第一
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脚斗士协会。由此，
脚斗士运动进入协会化管理的社会公益体
育阶段。
“ 我感谢北京体育局和民政部门，
批准我们脚斗士协会的成立，这对他们来
说或许是小事一桩，却是我们脚斗士在发
展道路上往前迈出的质变的一步。
”
此前，脚斗士体育一直由吴彦达的公
司运营。
2006 年，身家亿万的商人吴彦达转行
做体育产业。那时，他更多是从商业的角
度来看待体育。
“ 那时，我在中国体育里看
到的是巨大的商机。”
他说。
当时，他去美国考察，深为美国体育产
业之盛而震撼：
“ 你看玫瑰碗比赛，每年都
是 万 人 空 巷 ，当 时 一 张 最 便 宜 的 票 也 要
1800 美金，贵宾票要 3.8 万美元。一个三
十秒的广告，
都要好几百万美元。
”
体育产业对于不熟内情的吴彦达来
说，是个遍地黄金的领域。虽然有业内人
士一再劝告他谨慎从事、
“免得头破血流”，
他毅然决然投身其中。
经历过商海沉浮、生死劫难的吴彦达，
并不认为做体育产业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情。他选择开发名叫“撞拐”或“斗鸡”的这
一古老而又流行的民间游戏，正式命名为
“脚斗士”，在 118 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版
权 保 护 ，在 美 国 成 立 了 国 际 脚 斗 士 联 合
会。起初，虽然也有波折，但总体运作看上
去比较顺利。
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在开始脚
斗士体育本身竞技内容的开发时，吴彦达
和他的团队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有时为了一条规则，我们需要用上千
场比赛进行检验，
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进行
论证。”他说，
“ 比如，对于比赛台的面积尺
寸，
我们之间存在争议，
互相又是拍桌子，
又
是吹胡子瞪眼，
争论了一年半，
才有定论。
”
脚斗士赛台的尺寸最后确定为长宽各
6 米，面积 36 平方米。
“有人坚持要使用 5X5 米等于 25 平方
米的赛台。有人认为，那样面积太小，利于
大个子选手控制比赛，小个子选手闪展腾
挪的空间不够。经过大量的比赛检验，我
们 发 现 使 用 36 平 方 米 赛 台 的 比 赛 更 精
彩。”吴彦达说。
如此，他和团队潜心进行了 10 年的基

础研究，收集了海量的原始数据。对这些
数据的研究和提炼，
升华为脚斗士体育的标准。
在吴彦达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 83 页
的小册子，名为《脚斗士运动规则·裁判法·
竞赛组织》，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涉及
脚斗士比赛的种种细节。吴彦达说，这是
他们制定的标准的一部分。
仅仅进行基础研究和建立标准还不
够，吴彦达发现他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
业体系，其中包括运动员系统、教练员系
统、裁判员系统和赛事推广系统等等。
“这涉及海量的工作，但又不能不做。”
他说。
仅在 2006 至 2016 年间，吴彦达和他的
团队就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 20 多期脚斗
士运动项目培训班，培训了 3000 多名教练
员、裁判员，建立了 16 家俱乐部培训基地，
注册了 20000 多名脚斗士运动员，举办了
50000 多场比赛。
各个系统框架基本搭建完毕，吴彦达
随后发现，他们还需要培养消费人群。仅
仅自上而下做顶层设计远远不够，更重要
的是要打好基础，
自下而上接通地气。
这时，埋头苦干十年的吴彦达突然有
了一种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茫然。
“做体育
产业真是不易，如果方法不对，可能你几百
亿人民币砸下去，都会如同泥牛入海，无踪
无影。
”他说。
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
三年前，吴彦达上马“中华脚斗娃”项
目，在北京、黑龙江、福建、山西等地进行试
点。他们对孩子们“脚斗”进行正式的培
训 ，目 的 在 于“ 提 升 孩 子 们 对 运 动 的 热
爱”。结果，他们发现孩子和家长对此非常
欢迎，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热爱”
。
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和运动热情感染
了吴彦达。一天，站在孩子们的训练场边，
吴彦达感觉自己突然顿悟：
“我开发脚斗士
体育的目的难道不该是为了让大家快乐
吗？现在，我的目的正在达到。
”
作为一名律师和成功的商人，吴彦达
积累了足够的财富，30 多岁时已是亿万富
翁。他发现，当年自己带着强烈的功利心
进入体育产业时，
对体育的认识有些肤浅。
“我再次思考了美国玫瑰碗比赛的现
象，那仅仅是一种体育经济现象吗？绝对
不是，那背后是民族健康，是精神文化。”他
说，
“ 我认为，体育不仅仅是金牌和全民健
身，应该从更高更大的层面来看待体育：体
育是民族信仰，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经济支
柱和健康支柱。”
由此，
吴彦达对体育由衷产生一种敬畏。
“我做体育产业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
度非常孤独，非常苦难，但现在我内心充满
了慰藉和感激，
一种宗徒的虔诚感。
”他说。

吴彦达感觉自己的体育情怀又回归了
8 岁的时候。那时他上小学二年级，是孩
子王，学习也很优秀，却不是班干部和三好
学生。但在体育赛场上，他可以拿第一，证
明自己的优秀。
他说：
“那时我就觉得在体育那里可以
找到生活中缺少的公平。从小时候，我就
是体育的信徒。现在，我要用我们自己民
族的原创体育培养更多信徒。我要做的是
体育公益事业。”
伴随理念的转变，
他苦心经营十多年的
脚斗士事业也终于迎来了厚积薄发的迹象。
不久前，福建南平市专门出台文件，决
定在下属 10 个县市内推广脚斗士。其中，
武夷山市选 4 所小学和 4 所中学、其他县市
各选一所小学和中学开展脚斗士运动，并
将脚斗士写入校本课程。脚斗士也将成为
福建下届省运会的比赛项目。目前已有多
家商家与吴彦达建立合作，负责在国内推
广脚斗士运动。
日本、韩国、印度、乌克兰等地不断有
人慕名找到吴彦达，探讨合作意向。这时，
吴彦达却不愿急于求成了。
“我做的是可以代代传承的体育产业，
必须要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真
的急不得。我需要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他说。
在体育产业领域拼搏了13年的吴彦达，
看惯花开花落、
云卷云舒。他把体育产业形
象地称作
“引无数大佬竞折腰的大蛋糕”
。
“很多人折在这里了。他们没有看清
体育产业的本质，不想做基础工作，想赚快
钱。这在体育里行不通。在这里，只有踏
踏实实地做事。”他说。
吴彦达不想花钱购买国外现成的体育
产品，比如欧洲五大足球联赛和美国职业
篮球联赛。他不反对外国体育进入中国，
但觉得中国该有自己的民族原创体育项
目，
该向国外输出自己的原创体育产品。
在很多人眼里，吴彦达是一朵商界奇
葩。他老本行是数学老师，后来当过律师、
商人，学过 MBA，也是电影专业的硕士。
从 40 岁开始，他潜心开发民族原创体育脚
斗士，一晃已经 13 年。
“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老是操心他
不该操心的事情。”
他爱人说。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吴
彦达不缺时运，
现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体育
产业，他在等待志同道合的知己，等待同心
协力推动民族原创体育九转丹成的时刻。
“关于脚斗士的研发，基础和框架都搭
好了，我们已经完成从 0 到 1 这个最困难的
阶段，至于后面能加上多少个 0，更多取决
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
吴彦达说。
据新华社

2019中国户外
运动节举办
日前，为期四天的 2019 中国户外运动节
暨昆山国际文化旅游节在昆山市巴城镇举
办，
参与人数达 5 万人。
本届户外运动节以“水韵巴城 多彩户
外”为主题，与昆山国际文化旅游节结合，以
点带面推进户外运动和旅游文化的融合发
展，最终构建“一核、两节、十一区”的多层次
互动体验格局。
“一核”为户外运动核心，
“ 两节”为中国
户外运动节、昆山国际旅游文化节，
“十一区”
为产业展示展销区、水乡摄影大展区、攀岩
区、垂钓区、马术体验区、露营区、户外拓展
区、水上拓展区、水上体验区、儿童乐园区、风
筝表演区，包括四大类别、72 个子项目。其
中，专业类项目包含全国山地户外运动多项
赛、中国国家地理水乡户外摄影大展、瑜伽嘉
年华、中国户外旅游高峰论坛；更有被列为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竞技攀岩——中国攀岩
速度系列赛。
中国户外运动节是集户外健身、户外产
业、休闲旅游、地方文化为一体的全民健身运
动平台。此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昆山市人
民政府主办，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昆山
旅游度假区、
巴城镇人民政府承办。据新华社

日喀则农牧民运动会
竞技抱石头抱青稞袋

8 月 31 日，来自亚东县的普姆次仁将 120
斤重的青稞袋抗在肩上。
当日，在西藏日喀则市首届农牧民运动
会的男子抱石头和女子抱青稞袋的比赛场
上，来自日喀则市 18 个区县的选手展开角
逐。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