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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蔡矜
宜）2014年全国新年群众登高健身
活动新宁分会场的比赛今天在崀山
景区落幕， 郴州南岭户外一队以40
分钟的成绩获得冠军。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
中国登协、国家体彩中心、省体育局
协办。 活动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专
业组为组队参加，每队4人，必须包含
一名异性。 本次活动赛段地形丰富，
包括平地、坡路、山路和台阶。

最终，来自郴州南岭户外一队的4
名选手率先冲过终点，成绩为40分钟。
“每周至少有5天跑步，每次15公里，不
跑不舒服。 ”冠军队员毛自猛透露，明
年将争取每天跑30公里。

40分钟的夺冠成绩让领跑嘉
宾、 湖南登顶珠峰第一人徐江雷感
叹：“8公里，地形这么复杂，还要爬
山，40分钟跑完很牛！ ”第二名和第
三名分别是衡阳户外徒步协会与南
岭户外二队。

崀山群众登高健身活动落幕

冠军每周跑步75公里

争议判罚成遗憾
90分钟的激战，5个进球的高比分，从

诸多角度审视，恒大与米内罗竞技队的比
赛都是一场高水平对决。但比赛中出现的
多次争议判罚，让人如鲠在喉。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阿里雷萨来自伊
朗，曾多次执法中国球队的比赛，他对中
国球队的“格外照顾”让人印象深刻。本场
比赛，他再次用其“专业水准”抢了风头。

下半时第55分钟，张琳芃右边路漂亮
的踩单车过人突入禁区被放倒，然而主裁
判阿里雷萨却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比赛最后时刻，塔尔德利边路送出横
传，前插的卢安已超出恒大队最后一名后
卫赵旭日半个身位，但边裁及阿里雷萨没
有任何表示。对于此次越位，巴西转播员
莱迪奥赛后直言，“这个球确实越位了，不
过在球场中有时的确难以判断。”

阿里雷萨的判罚， 并非只让恒大队不
满。第87分钟，刚刚上场的赵旭日对罗纳尔
迪尼奥（小罗）犯规，小罗被激怒抬腿踹向赵
旭日，后者顺势倒地，主裁判向小罗出示红
牌，让米内罗竞技队球员深感不满。

孔卡小罗“闪光”
亚洲、南美两大冠军碰撞，最引人关注

的是两队核心孔卡和小罗之间的对话。两人
各入1球的表现未让广大球迷失望， 只是小
罗因报复赵旭日吃到红牌让人意外。

明年孔卡就将回到老东家巴西弗鲁
米嫩塞队，本场比赛是他效力恒大队的最
后一场比赛。巧合的是，这也是他代表恒
大队的第100场比赛。赛前，孔卡表示，“能
够在最后一场比赛与巴甲球队交手，非常
完美，而且能与小罗对决。”

比赛中，孔卡与小罗的对抗几乎贯穿全
场。第14分钟，郜林制造点球，稳健的孔卡一
蹴而就。30分钟后， 小罗用他最擅长的方式

回敬了孔卡，在距离禁区2米左右的位置，他
罚出的任意球绕过人墙，直接钻进了网窝。

一记完美的任意球，让人看到了一代
巨星的风采，但没想到，身经百战的小罗
随后表现出了不冷静的一面。 第86分钟，
小罗因报复赵旭日，被罚下场。这出乎意
料的一幕，也被戏称为“抢了头条”。

本场比赛结束后，孔卡正式告别恒大
队。赛后谈到孔卡，郑智惺惺相惜：“孔卡
是中超历史上的最佳球员！” 在效力恒大
队的100场比赛中，孔卡打入54粒进球，送
出36个助攻。

赢得世界尊重
恒大队虽然以一场失利告别了辉煌

的2013年，但同样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尊
重。

首次踏上世俱杯赛场，2比0击败非洲
冠军，0比3不敌巅峰期的拜仁队， 一球不
敌南美冠军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对于组
队刚刚4年的恒大队来说， 能够取得如此
战绩，堪称创造了奇迹。

恒大队之所以赢得尊重，更在于其整
个赛季的完美表现。

2013年， 恒大队先后在5条战线上厮
杀，征战了包括30场中超联赛、14场亚冠比
赛、6场足协杯比赛、1场超级杯比赛以及3场
世俱杯比赛。54场浴血奋战，恒大队共赢得2
个冠军头衔，2个亚军头衔。 在2013年亚足
联年度颁奖上，恒大队独揽3项大奖。

辉煌的背后， 凝聚着教练的敬业、球
员的尽心，以及俱乐部的专业。

由于比赛过多，恒大队在年末的状态
有所下滑，导致足协杯决赛的意外。世俱
杯中，恒大队的表现也有所起伏。但对于
立志成为世界强队的他们来说，这都是成
功之前必经的磨难。

结束世俱杯征战后，恒大俱乐部发布
了2014赛季的海报，“2014，we� will� be�
back”的口号，豪气万丈地传达了他们明
年的目标。

虽然遗憾落败，恒大仍然赢得世界尊重。 北京时间12月
22日凌晨进行的世俱杯季军争夺战中， 广州恒大队最后时
刻被南美冠军米内罗竞技队绝杀，以2比3获得第4名———

２０13年12月２3日 星期一 体育7

2006年发生在体育课上的一起意外，至今
让长沙市一中校长赵雅茜难以释怀。 一名学生
在练习鱼跃前滚翻时，不慎颈部受伤，学校为此
赔付十几万元，不少家长对学校体育安全提出
了质疑。

正是这次意外，让赵雅茜认识到学生身体素
质已经下滑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学游泳会有危
险，但不学游泳，危险会更多。学校体育绝不能‘因
噎废食’！ 只有不断提升学生体质，才能真正保障
学校体育安全。 ”长沙市一中逆势而上，全面加强
和丰富学校体育，并将武术、体操等项目纳入学校
体育课程，形成蓬勃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

武术是道靓丽的风景
作为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长沙市一

中形成了百年体育文化积淀。 首任校长符定一
在《告诸生举行远足文》 中说：“徒步观山水
……锻炼身体，体育也；发摅心性，德育也；扩
充知识，智育也，三者教育唯一之务，不可忽焉
者也。 ”赵雅茜认为，武术教育恰恰是身体教育
与文化教育结合的知、形、意教育的统一体，能
在教育中发挥多元功能，是弘扬民族精神最有
效的途径之一。

为了培养“阳刚男孩”、“阳光女孩”，长沙市
一中先后将搏击拳、女子防身术、武术健身操等
引入到大课间活动，激发学生对武术的兴趣。

武术还走进了课堂，成为长沙市一中最受
欢迎的一门选修课。 目前，学校常年坚持武术
锻炼的学生达120多人。

“学习武术的目的，就是修身健体。 ”赵雅
茜认为，从教育角度看，开设武术课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每年的校园体育
文化节，武术展示总是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

有一个故事，总让赵雅茜津津乐道。 前年，中
国科技大学到长沙市一中自主招生， 本来只有7
个名额，招生负责人正好遇上一中学生在操场练
习武术，他被学生们的精气神所打动，当场提出
增加2个名额，而且要求是学武术的。

纳入“必修＋选修”模式
相对球类等其他体育项目，练武术显得较

为枯燥和单调。 在校园推广武术，必须培养学
生的兴趣。

“武术教学要创新方式，课程设置和安排要
有针对性，课程内容要循序渐进。”从事了20多年
体育教学的吴军老师介绍，长沙市一中将武术项
目纳入“必修+选修”的教学模式。 武术操和少年
拳是高一年级的必修内容，都是简单易学的基本
功，让学生接触和了解中华武术传统文化。高二、
高三开设拳术和器械等竞技武术选修课。

考虑到男女生的体能、技能等差异，武术课
每个年级分为3个大班，男女分开上课，能够更
好地因材施教。

来自高三19班的廖雪佳，高一暑假开始练

习武术。 因为入学时被校武术队的精彩表演所
感染而喜欢上武术，但真正接触后，廖雪佳几度
打起了退堂鼓，“基本功练习，确实有些枯燥，站
弓步多坚持一秒都需要咬牙付出。 ”

如何让学生始终保持兴趣？ 刘湘巨教练针对
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特点，摸索出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的“每一次训练都看得
到进步”。“比如一个旋风踢腿动作，对于初学者
来说，看上去很难。 我们就要把这个动作分解，分
成若干天去逐步掌握。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学生每天看到进步，树立自信。 ”刘湘巨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获得北大校长实名
推荐名额的姚欣敏谈起习武， 颇有感触地说：

“只要你真正喜欢上了武术，就能逐渐悟到其中
的一些内涵。武术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让自己思
维更清晰，意志更坚韧，对学习有不小的帮助。”

一次意外引发的武术热
———来自长沙市一中的报道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武术是中国国粹 ， 它是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
要载体， 也是提升中国软实
力的一个有效手段。 它的传
承要靠在青少年中广泛推
广。

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动
武术在各类各级学校开展 ，
特别是走进了一些中小学课
堂 。 12月中旬 ， 本报记者
随中央媒体采访团深入师大
附中、 长沙市一中、 雅礼中

学、 长郡中学和新化一中采
访校园武术开展情况， 看到
了校园武术运动的兴起。 自
今日起 ， 本报将陆续推出
《推动武术热校园 》 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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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长沙市一中学生在演练武术。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王
亮） 拜仁成就五冠王伟业！ 在今
天凌晨进行的世俱杯决赛中， 拜
仁慕尼黑队以2比0击败东道主拉
贾卡萨布兰卡队， 首次夺得世俱
杯冠军的同时， 加冕五冠王。

在世俱杯比赛前， 拜仁队先
后夺得欧冠、 欧洲超级杯、 德甲
冠军以及德国杯桂冠。

本次征战世俱杯， 对拜仁来
说也像是一个既定任务。 出战世

俱杯前， 拜仁队主帅瓜迪奥拉就
表示： “夺冠， 别无他选。”

半决赛对阵广州恒大队， 拜仁
队3比0轻松取胜。 决赛面对东道主
拉贾队， 凭借丹特和蒂亚戈的进
球， 拜仁队2比0夺得冠军。

至此， 拜仁队2013赛季全部结
束， 在所参加的33场联赛、 6场德
国杯、 13场欧冠联赛、 1场欧洲超
级杯以及2场世俱杯中， 拜仁队仅
输两场。

图为孔卡 （前右） 与米内罗竞技队球员罗纳尔迪尼奥对抗。 新华社发

世俱杯决赛2比0击败东道主

拜仁加冕5冠王

推动武术热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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