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 ２０12年2月20日 星期一本版责编 谭云东 责任校对 胡永龙4

! ! "# "#!$%&' !$"!$"% ()*"+(,-*
./ " 0!10*234 #$$ 56!70 #$$ 568*9
:;<#.= & 0>-*!10*2 #'( 56"

$%?@AB !$"!$"% ()*CDE $($$)$"($!"$
!)$!#$($!FGCD !(" HI "!$!JKL )!(!MNL !!#"
$%?OPQ)*RS!T0*2UVW56X(YZ %
(! [G\ $$( ($$$) ($$$* ($$$& ($$"( ($$") (
H $"% (!]^ !$ 0"

+! ",

!"# !"#!"$%$% &""&'()

!"!!#$%&"
!"#$%!&'()*+,-

./(012345+6789!:
;<(=>?@ABCDEF!GH
I"JK"LMN@OPQR!STU
VWXYZ#

["\] !" $^%!_`ab]
# $ ! cdefghij^k! <(
(l(mno@pqrs$ tsuv
wxAy!CDEF!HI%LM"J
K"z{|o}VCC~�!���
��������@ &���D�
�'! ��������+S;CC
��! ������+���AB!
��������� +S¡�¢
¢��$ £%[¤¥¦§¨!_©a
�ª�%ª«�¬%®�¬.¯°
{±§¨²�S¡C�~�!���
�³´$ µ¶!·C¸¹º»+¼´
½¾CC¿À% |oÁÂ�Ã~�!

ÄÅÆÇÈÉ<(Ês%ts%Ës
+�Ì%ÌB!ÍÎÏÐÑÒ$ ÓÔ
ÕÖ×Ø§ÙÚÛZ\! [ÛGÜ!
:ÝÞß0à%áâ+ãäåæ[Ò
çgS$

èéç;êëì+íîïðñ
YòC+wó!ôÔ£õ#[aö÷
�ø$ ()*nù+úû.´ü�
Òýþ((%>=ÿô!ö÷+"#
�$ !OPQR !%þ&' !()�
ø$ *¹+%*,-.�./0ÄÅ
Æ1�2$ 3a45�ø $ ·67
$ %èéc8 %98 !·ü7:;<
45=>?@AC ! *�BCDE
[FGH8�!7$%8IÖîJ8
�! K26ù! ��LG@MNO
P%��QR$SaTU�ø$ VW%
�)XYZ.[\XY¹+]ø^
^ !�_XY %úýXY !`a@X
Y+bcw�! ��noC+de

fghû !ij+ !!"" klmn.
#"" kopnd<(ª«!qn)
@�ÔNr !(st %u(v %(µ
uw/0+5xCyz.({¸
Z% VWZ/0+{¸m÷u|D
m÷ %45 %}~ !_©a{45�
��%���2�G[Fm÷ !��
��%¿Àä5!ê¤LYÔÙÚ�
�Z\�ÖJ��nx$

3 % �@w[ó�~<(ª«
!quN! ���&Z��¸�C
~�#!%(v�B%(0Ô�<!u
NN����wnx % �ouv+
Ch~h!2�Û$ =-ö÷ÔDE
D�%�.OPQR!�HXY�n
.lmn%opn!@�XY.!q
UV^��Ôw[ó�&+�C~
�!�%þ&'¹-���ø�' $
#%ÔÙÚ��ÖØ§ÛZ\ !�&
�r \¡¢Û[£: ! ¤¥¦§

+uNN¨$ S;º»¸¹©ª�
+a«¬k×$ Ö!øBC!®¯
BC!°øBC!:Ý±Ôr²C+
&�.²C+³ø ! ´Ç|²C+
µE !��ªÊ¶èé %·¸èé %
úýèé% Y¹èé+�ÔhKÛ
¬Û~$ µ¶!Ô[ÛGÜ!Öºå
+&Ö»¼$ $%Ôw[óÇC45
ø#$ ^½¾�ô!ij�¿!À�
_XYÁÔúýÂ÷ ! ÖJ�"ú
ýÃÄ!Åó�rÖÆÁÂ!Ça¹
�¶'$ ÔB8�%�+ÈwÉÊ!
ËÌ=>÷Í! #©Î�ÉÊ�Ô
ÏÐ^ÑÒÓ$ %%Ôw[óÇÀ.
ÔÕ�Ö«hª« ! ôÔD�_©
a�n×ØÙKÚÛ§¨ ! ÔBÜ
[¤ÖÝ+Þ�F ! ������
��+����!ßàCMGáâ %
Ùã%ä�åh$ ;���=æ*{
�+¬ %úsãÃ %HIhK,- %

LM+¬B«[¤�ç¥%èéê %
Ië%ìíî±+ïðñòó !ßà
º»! w[ó�&����� +
~�$ ;ôõ�%�ö�%ª«÷�%
øùC�% ú¥�±ôÔ¸�Ð©
Gðûü���ý\¹ÐËsþÿ
+!Y!�"#���$ 4í !ÇÝ
���$ �´ g§OPe$[¤
�+��ãÃ! %&êë'^¿Ç
!""" B#��-$ ('^)*+l
mn%opn,-�.+!q/ !ê
ë'^������ ! 0w�1³
´$ 2ò^3!<ª%<!%¼p±,
-Ô×4TU! 5#67Gðý8
9H+!Yw�:P.�;<P !
5#$V=[>?@AB ! CDÈ
w !E?kw !F¹GkHI !lm
!quNgS]�JK!L<(ª %
!uNÖJMÍDE ! NOµA�
P!��<!uN�Z�!Q<!u

NóERSs %HTs %æUs %º
»s%S,s$ ´ VWS] !ºG
<((lXYZÊ ! ����[½
+åæ$

'()*+ ,-.
!"#! / ! 0 $ 1

!"#$%! &'()*+(
,-./012! 345678(
9:;.9<=>?! @ABCD
EFG!HIJA(KEL2MN"
OPQRES&'(TUVWXY
Z[H\]((^# (_`abc
ETdef.,g! 55hijk
lm!nT#opqrBKsit"
uvwx&'E+(,-./0y
z{|})~�"

!"#$%&'()*+,
#$$234567!89:;<=>?8@

AB"

留住更多青少年踢球
打通“造血”功能

省体育局副局长、省足协常务副主席
熊倪认为，湖南足球不乏人才 ，只是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培养平台和输送人才
的渠道，才造成了目前后备人才 “供血不
足”的局面。

目前效力于韩国全北现代、现役国脚
黄博文，就是湘籍球员的优秀代表 ，早年
就是因为湖南本土没有优秀的足球培训
学校，他不得不 “远走他乡 ”。现在的湘涛
队中，也仅存王琛、李实等几名湘籍球员，
“本土”球员屈指可数。

河南建业俱乐部立足本土、发展青训
的模式，是熊倪所推崇的 。河南建业除了
球队本身的梯队，在当地一些足球传统小
学建立了青训基地，向这些学校提供训练
设备和技术支持 。这种自上而下的 “建业
模式 ”，更像 “订单式培养 ”，既不耽误学
业，又能发现有天赋的孩子 。曾掉入乙级
的河南足球，经过12年的努力不但成功冲
上中超，并且在中超站稳了脚跟 ，其人才
培养模式功不可没。

熊倪认为，“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要
努力培养自己本土的球员，这才是发展湖
南足球的关键所在。”

经过俱乐部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湘涛一直梦寐以求的训练基地2011年
12月在益阳开工建设，并将于今年投入使
用。新的足球基地占地65.8亩，将新建4片
11人制天然草皮球场和2片7人制人工草
皮球场，基地主要用于湘涛队的日常训练
和湖南足球后备人才（U15、U17两个年龄
组梯队）的培养。

基地建设 ，无疑是湘涛俱乐部朝 “百
年老店”迈出的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步。

湖南足球名宿竺义功见证了湖南足
球几十年的兴衰 ， 他认为从目前国内的
教育体制来看 ， 青少年足球培养 ， 需要

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重视和紧密
合作。

目前，湘涛俱乐部与拥有足球传统的长
沙市长塘里小学等学校签订了培养合作协
议，将与学校展开多方位的合作，选拔出色
的足球人才，充实到俱乐部的梯队中。

留住更多球迷关注
培育本土“球市”

湖南足球的发展，离不开球迷的大力
支持 。目前湖南的足球氛围和球市 ，受中
国足球大环境的影响，也处于低谷。

李忠是湘军球迷俱乐部的会长，是湖
南“元老”级球迷。他表示，“近几年湘涛的
成绩不错， 但由于中国足球处于低谷，湘
涛在宣传上也比较低调，湖南近几年的球

市比较冷清，很多主场比赛都只有几百名
铁杆球迷观战。” 红辣椒球迷协会、 湘军
球迷协会、蓝海道球迷协会等湖南著名球
迷协会，近几年来会员流失达到40%左右。

2004年是湖南球市最火爆的时候，湖
南湘军的比赛每场都有2万多人观战 。同
年5月1日中韩国奥队的比赛， 吸引了4万
多球迷 ，长沙贺龙体育场场面火爆 ，万人
振臂高呼的氛围至今让李忠难以忘怀。

“加强与本地球迷、市民的互动，是湘
涛俱乐部想要获得更多关注、支持所必须
要做的两件事情。” 来自红辣椒球迷协会
的肖一鸣对记者直言。

从本赛季开始，湘涛俱乐部宣布将每
月的19日列为球迷日，以加强球队与球迷
的联系。 去年圣诞节的球迷答谢会上，主

教练张旭代表球队向球迷表示感谢 ，“我
记得有几个客场比赛，还有很多球迷自发
到现场为我们加油，当时就感觉身上多了
一种力量。”

湘涛俱乐部还在积极与长沙各大高校
联系 ， 将在每场中甲比赛前安排一场垫
赛 ，对阵双方为高校足球队 。每场比赛前
在中南 、湖大 、湖师大等高校张贴宣传海
报，“培育”更多的本土球迷。

李忠认为，热烈、健康的足球氛围，是
俱乐部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一支职业俱
乐部都离不开本地球迷的鼎力支持。对于
想要打造“百年老店”的湘涛俱乐部来说，
完善自身 、打出好成绩是基础 ，赢得本土
球迷的广泛支持，才能打造出真正属于自
己的足球文化。

本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常和平 记者 谭云东） 由省
桥牌协会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举办的2012年春季省直
机关桥牌联赛今天在长沙闭幕， 经过激烈争夺， 湖南省移
动公司、 省轻工盐业集团和省科技厅分获前3名。

本次比赛共有省直单位以及特邀单位的16支代表队参
加， 采用瑞士制团体赛比赛5轮， 按照国际通用的全场同牌
同步方式， 使用计算机发牌， 提高了比赛的竞争难度， 也
更有利于提高我省桥牌竞技水平。

足球是一项运动， 更是一种文化。 文化的传承， 不是
金钱所能 “收购” 的， 必须扎根于文化土壤， 融合地域个
性。

没有根基的足球永远是浮云。 即使是以升班马身份登
顶中超的广州恒大， 引进外援的投入相当于几家中超俱乐
部全年投入的总和， 仍遭人质疑 “红旗还能打多久？” 在恒
大回过身来组建梯队， 启用佛山、 清远基地， 与皇马合作
兴建亚洲最大足球学校， 真正扎根南粤足球文化时， 各种
质疑才消退。

湖南足球需要传承， 靠的一定是本土力量。 作为湖南
足球唯一的血脉， 湘涛要想打造百年老店， 必须首先扎根
于三湘热土， 实现球队的本土化。 山东鲁能、 河南建业就
是立足本土， 通过建设足球学校以及与中小学联姻培养人
才， 不但培肥了当地的足球土壤， 丰富了足球文化， 更为
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血液和力量。 目前， 湘
涛在益阳的足球基地已经开工建设， 各个年龄的梯队正在
筹备组建， 与中小学校园足球的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一系列举措， 正是湘涛为锻造自身的造血功能， 实现球
队本土化迈出的坚实一步。

实现本土化， 最关键是要留住足球的根。 不管是湖南，
还是全国， 足球的根都在校园。 校园是孕育足球文化的肥
沃土壤， 通过引导和教育， 能让足球运动成为孩子终身受
益的活动方式， 让足球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极大地扩
大足球人口基数。

近年来， 人们在国字号球队轮番失利后， 总结败因时
言必称 “青训”。 而在英国利物浦足校， 青训体系就是普及
足球。 邓小平曾说过，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与中小学校园
足球合作， 积极推广普及青少年足球运动， 扩大足球人口
基数， 对湘涛来说， 既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也是球队
全面融入湖南足球文化的最佳契合点。

没有留住足球的根， 没有足球文化的传承， 足球俱乐
部就无法承载广大球迷的感情寄托， 就无法真正打造出中
国职业足球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积淀。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29
岁的 “翔飞人 ” 2012年首秀十分 “完
美”。 在昨晚结束的伯明翰室内田径赛男
子60米栏决赛中， 刘翔以7秒41的个人最
好成绩夺冠， 该成绩也打破了亚洲纪录。
古巴名将罗伯斯以0.09秒之差获得亚军。

本场比赛， 是雅典奥运会冠军刘翔
与北京奥运会冠军、 古巴名将罗伯斯的
较量 ， 也是两人在去年大邱世锦赛上
“拉手风波” 之后首次遭遇 。 以7秒49预
赛第一挺进决赛的刘翔在比赛中十分放

松， 从起跑领先到最后冲线， 平稳地跨
过每一个栏架， 并一路领先。 罗伯斯以7
秒50获得第二， 美国选手德·富尔克以7
秒54获得第三。

男子60米栏的世界纪录为7秒30，由
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在1994年创造，110
米栏12秒87的世界纪录则由罗伯斯保持。

按照计划 ， 刘翔随后将飞赴瑞典 ，
23日参加斯德哥尔摩室内赛， 3月9日将
前往伊斯坦布尔， 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
际田联室内世锦赛。

留住足球的根
———“聚焦湘涛”系列报道之二

湘涛俱乐部成立5年， 从成绩
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但要打造湖南
足球“百年老店”，湘涛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湖南足球与先进省、市相
比，产业链并未真正形成，缺乏完
善的“造血”功能，而这是湘涛所面
临的挑战。 要想留住足球的根，湘
涛必须要留住青少年，打通“造血”
功能；留住球迷，培育本土球市，扎
根湖南足球文化。

本报记者 谭云东 王亮

体育观观观察察察 场外任意球

湖南的球市也曾十分火爆。 图为湖南球迷在主场为湘涛队加油呐喊。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王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ＣＢＡ）
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ＭＶＰ） 评选出炉，
广东东莞银行队的朱芳雨以绝对优势当
选， 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二次当选CBA
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按照中国篮协规定， 参加本次MVP
评选的候选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 常
规赛比赛场次达到28场或以上； 2、 中国
籍运动员； 3、 球员所在球队必须取得前
3名的成绩。 因此， 广东队的朱芳雨、 北

京队的朱彦西和山西队的吕晓明成为本
赛季常规赛MVP的3位候选人。

经过统计64张有效选票后 ， 朱芳雨
以第一选择34票236分， 力压吕晓明20票
197分和朱彦西10票143分 ， 当选本赛季
常规赛MVP。 本赛季， 朱芳雨代表广东
队出战30场， 场均贡献16.9分、 4.2篮板。
本赛季期间， 他的生涯总得分超越了刘
玉栋的8387分 ， 总3分球数也超越了李
楠， 从而一个人包揽CBA得分王和3分王
两项荣誉。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谭云东） 中国球手丁俊晖在威
尔士斯诺克公开赛延续着自己良好的状态， 昨晚在半决赛
以6比2击败英国名将墨菲， 率先闯入决赛。 他在决赛中的
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比， 塞尔比在半决赛中以6比2
击败 “火箭” 奥沙利文。

丁俊晖本赛季之初表现平平， 前4站排名赛中， 3度首
轮出局， 仅在英锦赛进入8强。 本次威尔士公开赛， 丁俊晖
状态明显提升， 前两轮连续以5比4险胜希金斯和斯蒂芬·
李， 首次跻身威尔士公开赛4强， 半决赛则赢得比较轻松，
以6比2战胜墨菲进入决赛。 丁俊晖上一次跻身排名赛决赛，
还是在两年前的中国公开赛， 当时他在决赛中负于威廉姆
斯， 获得亚军。

丁俊晖将向自己个人第5座排名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他上一次获得的排名赛冠军还是在2009年的英锦赛。 丁俊
晖与决赛对手塞尔比曾交手16次， 丁俊晖8胜1平7负稍占上
风， 双方最近一次大型排名赛交锋是在2011年世锦赛的1/4
决赛， 丁俊晖以13比10力克对手。

足球要扎根文化土壤
苏原平

威尔士斯诺克公开赛

丁俊晖与塞尔比争冠

省直机关桥牌联赛落幕

破亚洲纪录 夺室内赛冠军

刘翔新年首秀完胜罗伯斯

朱芳雨荣膺CBA常规赛ＭＶＰ

2月19日，为期2天的
2011-2012赛季中 国 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全明星赛在广州落幕 。
图为北区明星队队员马
布里（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CBA
全明星周末
精彩纷呈
全明星赛：
北方明星队
122比112
南方明星队
全明星赛MVP：
北方队李根
（拿下全场最高的31分）
技巧王：
辽宁队郭艾伦
三分王：
北京队朱彦西
扣篮王：
福建队赵泰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