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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19 9 1 8 3 1 9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5328722.8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77 5 1 3
排列 5 14277 5 1 3 3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亮）国足今天在贺龙体育中心
外场进行了回归长沙后的第二次训练，国足助理教练阿里在
训练前告诉记者， 缺席了中泰之战的郑智伤势恢复良好，亮
相14日国足与巴拉圭比赛的可能性非常大。

结束与泰国队的比赛，国足于10月11日乘坐高铁返回了
长沙，由于队员比较劳累，当天球队主要是恢复为主。今天，
经过调整的国足则展开了针对性的技战术练习。

训练前，阿里谈到了郑智：“11日医疗组对郑智的伤势进
行了评估，恢复良好，他也参加了当天的训练，我想他已经做
好了上场的准备。”随后的训练中，郑智在场上也比较活跃，
感觉身体已经问题不大。

国足训练后，巴拉圭队进行了踩场热身。此次亚洲行巴
拉圭安排了两场比赛，与国足交锋前，先与韩国队进行了过
招，以0比2落败。据了解，面对国足巴拉圭队将会派出全部主
力出战，避免遭遇连败。

今天，中国足协还发布了14日中巴之战的海报，海报以
郑智以及巴拉圭33岁的老将圣克鲁斯的肖像为主，中间写着
“老骥伏枥”，意在向双方元老级的球员致敬。

观念差异：
“不练” 是一种惩罚

中美体操的差异， 本质在练习体操
的目的。

来自美国的体操基层教练理查德本
次专门来南宁观摩世锦赛， 他告诉记
者， “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 体操像钢
琴、 绘画一样， 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
一个重要选项。 家长把孩子送到体操俱
乐部， 目的在于让孩子锻炼身体、 结识
朋友， 很多孩子最终选择体操完全因为
喜爱。” 理查德当时之所以选择体操，
只是想要拥有发达的肌肉。

在中国， 体操则是一项不接地气的
项目， 想到体操， 人们往往与奥运冠
军、 艰苦训练联系在一起。 也是因为训
练辛苦，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并不愿意
让孩子去练体操。 据了解， 目前全国注
册的体操选手只有2000多名， 各地的
体操学校都面临着招生难的困局。

奥运冠军李小鹏讲过一个事例： 一
次走访美国体操俱乐部， 一个小孩子在
训练中哭了， 然后孩子妈妈说， “如果
你继续这样的话， 就不让你练体操了”，
孩子立马停止了哭泣。 而对于中国练习
体操的孩子来说， “不练” 往往是一个
巨大奖励， 因为练习实在太辛苦了。

观念的不同， 直接导致了选手比赛
心态的不同。 中国体操选手比赛， 有如
上战场， 有着成王败寇的压力， 而欧美
选手， 更多在展示风采， 享受掌声。 中
国体操女子教练组组长熊景斌认为，

“正因为心态不同， 欧美选手在动作的
完成分上往往高于中国选手。”

模式对比：
美国有3000多家俱乐部
本届体操世锦赛， 美国队是最大赢

家， 卫冕了女团冠军， 男团也夺得铜
牌。 美国缘何在体操这个项目上如此强
大？ 在于其雄厚的群众基础， 俱乐部式
的发展模式。

在美国， 体操十分受欢迎， 全国有
3000多家私人俱乐部， 体操人口达到
500多万。 在这些业余体操俱乐部中，
学员往往要兼顾学业或者工作， 一般每
天只练习2个小时。 虽然练习时间少，
但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础， 美国队选材

面非常广， 人才得以不断涌现。 理查德
告诉记者： “美国各个市、 州都有比
赛， 也有全美锦标赛。 美国国家队的选
手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 可谓千锤百
炼。”

熊景斌表示：“美国队员练习时间
少， 但是比赛多， 这种以赛代练的模式
是美国选手发挥更加自如、 稳定的原因
之一。” 本届世锦赛获得4枚金牌的美国
选手拜尔斯谈到成功的原因时说：“享受
比赛， 享受体操”。

中国则一直延续着国家体制， 走的
是体校、 市队、 省队、 国家队的高精尖
模式， 几乎没有群众基础。 在中国， 体
操选手比赛的机会也非常少， 国家队的
选手一年也只有四五次的比赛机会，

省、 市选手就更加少了。 其他时间， 队
员每天像上班一样练习。

经验总结：
体操要进校园

举国体制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体育
人才，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体制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 尤其是体
操这个项目。

8月份的湖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体
操赛场上， 很多教练曾向记者表示， 队
员越来越难招了。 一些家长也认为，

“训练太苦了， 等再练一年就不练了。”
此种现象， 并非只在湖南发生。

对此，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罗超毅已有所考虑： “我们正

在探索基层后备人才培养的新体制。 要
大力提倡发展体操俱乐部， 提倡体操进
校园。 不需要高精尖， 但是需要有基础
体操的课程。” 他估计， 从现在就开始
做起， 新体制的建成至少需要20年。

除了要扩充基础， 观念改变也迫在
眉睫。

李宁， 曾经的体操王子， 作为本届
世锦赛的形象大使， 他在接受采访时语
重心长告诉外界：“我现在不做教练， 我
不敢说我说的就百分之百对。 但事实上
只要训练方法得当， 未必需要每天练8
个小时。”

“体操同时亟须改变社会印象， 要
向快乐体操的理念转变。” 我省体操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敬这样建议。

10月12日，第45届体操世锦赛在南宁落幕，中国队获得3金3银1铜，仅次于美国队
的4金2银4铜。对比中美两国体操发展的差异，或许能为中国体操的未来带来启示———

本报记者 王亮

体操为何而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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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观察 恢复良好， 参加合练

郑智有望亮相中巴之战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2014年全国气排球
赛湖南站比赛在株洲市体育中心落幕，84岁高龄的中国“杂
交水稻之父”、省政协副主席、省排球协会名誉主席袁隆平院
士也来到现场，参与了本站赛事。

比赛为期2天， 来自湖北、 江西等省及我省各市、 省直机
关、 企事业单位、 民间团体的60多支队伍， 800多名运动员
参加， 是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 参赛人数最多的气排球比赛。
最终隆平代表队和株硬集团代表队分获男子甲组、 乙组的第
一名， 女子甲组、 乙组第一名被湖南体育局代表队一队和顺
之队代表队摘得。

据省体育局副巡视员、省排球协会主席曾伟介绍，我省
气排球运动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今年举行的第十二届省运会
也首次将气排球运动纳入比赛项目，11月份省排球协会还将
与省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省直机关气排球比赛。

全国气排球赛湖南站落幕

姚金男（左）、拜尔斯（右）是中国和美国女子体操队的领军人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