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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２０13年8月26日 星期一 9

再进十强形势严峻

本届全运会， 我省共有249名运动员
获得参赛资格，将参加16个大项、136个小
项的角逐。 与上届全运会相比，出线运动
员增加了46人， 出线小项增加了14个，有
效地扩大了参赛面。

但是，本届全运会也是我省自上世纪
90年代初进入全国体育先进行列以来，遇
到的最为困难的一届。 由于我省从伦敦奥
运会带入全运会的金牌仅有2枚， 远远落
后于一些主要竞争对手，要实现“力争再
进十强”的总体目标，我省必须拿到18至
20枚赛会金牌。 这是我省参加历届全运会
以来的最高指标，也是全运会历史上我省
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运会，我省夺得
的赛会金牌均为13枚。 在参赛大项不增加
的情况下，我省要新增5枚金牌，必须充分
挖潜，实现新的突破。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总体上看，
我省开展的竞技体育项目还是偏少。 ”第十
二届全运会总共31个大项、350个小项，我
省获得参赛资格的项目仅为一半， 三分之
一的项目没有开展或者不具备实力。 目前，
我省有的优势项目已不再具有优势， 跳水
项目后继无人，体操复兴之路艰难沉重，羽
毛球缺乏拔尖人才， 就连一向人才济济的
举重也开始呈现出队伍老化的趋势， 面临
越来越多强队的挑战。

从全运会备战情况和全国各省市区
的发展态势来看，本届全运会我省再进十
强虽有希望，但也有可能面临复杂局面跌
出十强。 竞技体育的不可预测性，注定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一个中部省
份，我省竞技体育20多年来长期保持全国
十强水平，已属不易。 同处中部的湖北、河
南等以前与我省实力不相上下，但早已跌
出了全国十强，至今都未翻身。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以曲线运动形
式向前运动。 保持了20多年高水平的湖南
竞技体育，有可能在本届全运会后进入一
个困难的调整期，甚至低潮期。 为了尽快
完成调整，缩短低潮期，我省必须尽早制
定未来体育发展之路。

探索精兵之路

“经过本届全运会的检验，我省将进
一步摸清家底，优化结构，调整项目布局，
探索一条竞技体育发展的精兵之路。 ”李
舜表示， 我省竞技体育总的发展思路，应
该保持适度规模，突出湖南特色，打造一
批真正的精兵项目。 要改变目前精品项目
不精，尖子选手不尖的状况，我们必须通
过“强基拓优”工程，将举重、羽毛球、体
操、游泳、皮划艇、赛艇、射击、田径等传统
优势项目、重点项目做大做强做精，并从

中进一步挖潜， 拓展新的夺金点和夺金
面。 同时加大在省、市州、县的开展力度，
形成一条龙的人才培养和输送体系，促使
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从而打造出一支能
征善战的精兵队伍，确保我省的优势项目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李舜表示，全省业余训练不能一味铺
摊子，追求“大而全”，而是根据各地实际，
也要走精兵之路， 确定发展重点项目、特
色项目。 一个县要集中力量抓好1个项目，
比如安化的羽毛球、宁远的举重等，一个
市州集中力量抓好5至7个项目，形成自己
的特色，建立起“层次不同、定位清晰、梯
度衔接”的后备人才队伍。

推进竞技体育转型

本届全运会，我省参加了篮球男女青
年组和女子成年组预赛，其中青年男队以
明德中学为班底，青年女队以雅礼中学为
班底组队，这是我省竞技体育与学校联合
办队的一次尝试， 也是我省近6届全运会
以来首次参加三大球项目比赛。

体育是一项高度社会化的事业， 加快
竞技体育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深入推
进竞技体育转型，加大改革促进社会化。 当
前， 我省竞技体育社会化虽然有了一些尝
试，但步履维艰，起色不大。推进竞技体育社

会化，绝非体育部门一家能做到的，必须依
靠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力量，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研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逐步推
进高校、企业、协会联合办队，开辟具有湖南
特色的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道路。

我省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市、 县、
企业联办省专业运动队， 共建省队训练
点。 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把省专
业运动队打造成城市发展和企业宣传的
亮丽名片。 2006年，省体育局与湖南广电
集团携手成立省乒乓球队，并在此基础上
组建金鹰乒乓球俱乐部，迈出了我省乒乓
球职业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目前，省田径队与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合作，省羽毛球队与湘
潭大学联合组队，省赛艇、皮划艇队与南
华大学合作，共建高水平运动队。 据了解，
这些运动员的学籍在大学，但编制、日常
训练和生活在省队。 运动队没有真正融入
到大学，是因为高校的教练员队伍并不雄
厚，训练条件和设施并不完善，也不具备
体育科研，难以形成高水平训练。

“体教结合”自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
后，20多年来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两套
体系并行。 我省必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抓好顶层设计，突破发展瓶颈。 教育、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招生选拔、 人才培养、
经费投入、 考核奖励等方面实施联动，给
予政策支持，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办学办
队格局，走出一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教
结合之路。

体育转型正当时
———写在湖南体育代表团出征第十二届全运会之际

本报记者 苏原平

两天后，湖南体育代表团将挥师北上，征战即将在辽宁举行的第十二届全运会。 经过紧张备战，我
省老将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涌现出一批新的冲金选手。我省体育代表团目标是力争再进全国十强，
但形势异常严峻。 全运会令人瞩目，运动员夺金固然可喜，但我们要透过这个舞台，探索我省体育在新
的形势下未来发展之路———加快体育事业发展转型。

第十二届全运会提出了“全民健身，共
享全运”的主题口号，揭示了全运会将向群
众体育倾斜，促进体育转型，这对我省未来
体育发展很有启迪意义。

竞技体育服务大众

举办全运会、 奥运会的最终目的，是
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健身活
动，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 8月8日“全民健
身日”， 正是北京奥运会留给国人最大的
非物质奥运遗产，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要从
举国体制抓金牌，向注重民生体育转变的
一个信号。 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狂揽51金，
以及我省竞技体育20多年来长期保持全
国十强， 人们对金牌的渴求已经淡化，更
关注如何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发展竞技体育，就是要服务大众，带
动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提高身体素
质。 ”李舜表示，如果缺乏深厚的全民健身
土壤，竞技体育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而竞技体育的发展和突破又
为全民健身形成了激励， 注入了活力，两
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早在3年前的第十一届省运会上，我
省就推出了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等9

个成年组项目，让广大企事业单位组队参
赛，吸引更多群众关注和参与，促进全民
健身运动的开展。

发展体育运动，不能唯金牌论。 唯金
牌意识使得竞技体育功利化，造成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发展的严重失衡。“全民健
身，共享全运”。 我省应以此为契机加快体
育改革，以体育惠民为根本目的，将更多
的资金投入到全民健身中，实行“全民体
育”发展模式，让体育回归社会，让百姓切
实享受到体育发展带来的实惠。

“三纳入”促进体育转型

经费不足，是制约全民健身开展的一
个瓶颈。

为此 ， 国务院在 《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年》中提出了“三纳入”的要
求，即把全民健身事业特别是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 把全民健身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把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当地《政府工作报

告》。 我省仅有长沙、衡阳、湘潭、常德等市
州的“三纳入”工作做得比较好。

目前， 我省群众体育发展相对滞后，
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三纳入”
落实不到位，群众体育经费仅靠体育彩票
公益金一个资金来源还远远不够。

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我省各级政府
应该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认真履
行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加大对全民健身的投
入，在经费制度上给予充分保障，将“三纳
入”落到实处。同时要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
要制订推进体育产业化的相关政策等，吸引
民间资本积极投入到全民健身活动之中。

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体育回归社会，全省各级体育部门应该
转变工作职能，创新工作方法，着眼于全民
健身，从以往的“包办”体育转向“服务”公共
体育，加快推进亲民、便民和惠民的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建设，使百姓真正获得体育发展
的成果、体育参与的机会、体育创造的空间。

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体育场馆建设
的滞后仍是我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短板。
目前， 我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0.687平
方米，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值1.03平方米。

面对巨大差距，李舜表示，我省将制
定体育设施进社区标准，加大城市社区和
乡镇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力度，着力解决农
村体育基础设施薄弱的难题，提高公共体
育场馆的利用率，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和学
校体育场馆逐步向公众开放。

根据《湖南省体育事业“十二五”规
划》，到2015年，全省人均体育设施用地面
积要达到1.5平方米，全省50%的市、县将
建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50%以上的街道、
社区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全省将进入体育
设施建设的高峰期。 然而，一些地方对体
育场馆贪大求全、盲目建设，规划时“先天
不足”， 造成场馆远离居民区， 使用不方
便。 真正能够大范围方便百姓健身的，是
具备各种功能的小型体育场馆设施。 在规
划建设中，必须以民为本，将体育场馆设
施建在百姓身边。 我省还要出台法规，将
城市住宅小区体育设施场地建设纳入城
市居住规划设计规范，体育设施场地不达
标者不能通过竣工验收。

下篇：全民健身回归体育本质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WTA纽黑文网球公开
赛今天结束了女双决赛，郑洁搭档印度美女米尔扎以2比
0击败加里奎斯/斯莱伯尼克，本赛季首次夺得女双冠军。
这是郑洁职业生涯的第15个WTA巡回赛双打冠军，也是
她继2011年搭档彭帅夺冠后的首个桂冠，打破了两年多
的冠军荒。

决赛面对本次比赛的2号种子加里奎斯/斯莱伯尼
克，郑洁/米尔扎的表现更加稳健，首盘与对手战成3比3
后，她们连得3分，先拔头筹。 次盘两人遇到挑战，在3比1
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成4比5，关键时刻郑洁/米尔扎没
有掉链子，虽然一度浪费了4个赛点，但最终以6比4拿下
第二盘，锁定胜局。

纽黑文网球公开赛女双折桂

郑洁打破两年冠军荒

本报8月25日讯 （杨宝坤） 谁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
球员？ 卡卡认为，C罗和梅西可一争高下。 如今，C罗和梅
西的比拼已经从球场延伸到了商场， 两人先后成为全球
知名营养品品牌康宝莱的代言人。

葡萄牙球星C罗拥有强悍的身体素质， 善于突破和
射门，荣膺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 2009年，C罗以
9600万欧元身价转会至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不久
前，C罗终结梅西“五连冠神话”，获得由埃菲社颁发的西
甲最佳拉美球员奖。

C罗不仅是球场内最顶尖的足球运动员， 也被认为
是足球场外全球体育界标志性人物。 全球营养品巨头康
宝莱日前宣布，与梅西为期3年的个人赞助合约在今年结
束后不再续约，而将以数百万美元合同签下C罗，合约时
间长达5年。 康宝莱与C罗的合约内容包括全球形象传播
和各种联合促销活动。 除此之外，康宝莱还将与C罗携手
开发并优化他的个人营养计划， 并提供一系列运动营养
产品。“C罗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足球运动员，同时他的身
上也体现了康宝莱的理念：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核心
是良好的营养， 也是在专业运动比赛中获得优势的关
键。 ”康宝莱董事会主席兼CEO迈克尔·奥·约翰逊用“无
比兴奋”来描述与C罗未来的合作。

据悉， 此次与C罗的协议是康宝莱赞助项目的一部
分，其目的在于促进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除C罗外，还
有100多名运动员由康宝莱赞助， 包括美国洛杉矶银河
队、墨西哥美洲狮足球俱乐部、巴西博塔福戈足球队、俄
罗斯莫斯科斯巴达足球队， 以及比利时和委内瑞拉国家
足球队球员等。

提及此次更换代言人，梅西是脱离不了的话题。 梅西
曾为康宝莱拍摄多个广告，其中“打乒乓球”和“脚踢篮球”
的广告片更是在国内主流电视台热播，成为一时热点。

C罗接替梅西
代言全球知名营养品

上篇：竞技体育探索精兵之路

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孔卡 （左一 ） 在比赛中射
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广州８月２５日电 在25日晚进行的中超联
赛第22轮的一场比赛中， 主场作战的广州恒大依靠孔卡
的进球1比0战胜广州富力， 从而完成了本赛季“广州德
比”对富力的“双杀”。

上赛季的“广州德比”富力“双杀”恒大，而本赛季双
方第一回合的较量恒大客场完胜富力。本场比赛，意甲赛
场上的老对手和老朋友里皮和埃里克森分别作为恒大和
富力的主帅在中超的赛场上聚首， 使得这次德比意义非
凡。

上半场比赛，虽然恒大控制了场上局面，但刚刚在周
中打完一场艰苦亚冠的恒大状态并不在最佳，穆里奇、孔
卡等人连续错过机会。第33分钟，富力的博斯纳曾经在混
乱中劲射破门， 但裁判认为越位位置上的雅库布干扰了
门将，被判进球无效。 双方在上半场均无建树。

下半场第53分钟，恒大依靠角球机会终于迎来进球。
黄博文主罚角球到球门前点引发禁区内混乱， 孔卡得球
后左脚劲射破门。此后双方均有机会进球，无奈只开花不
结果。 最终恒大1比0战胜富力，继续在积分榜上领跑。

赛后，里皮称赞了老对手埃里克森。“这场比赛踢得
很艰难，富力在埃里克森到来后打法焕然一新。亚冠后我
们犯了一些小错误，这一周非常艰难，但结果是积极乐观
的。 ”里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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