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通讯员 王艺霖 记者 王亮) 23
日进行的全国射击飞碟总决赛男子飞碟双多向比赛中， 湖
南运动员周定坤在资格赛中打出131中， 并在决赛第一轮
以27中挺进冠亚军争夺， 最终凭借第二轮28中的稳定发挥
夺得冠军。 老将刘英姿则在20日女子飞碟多向比赛中获得
第七名。 据了解， 今年射击总决赛前8名将获得2017年天
津全国运动会决赛席位。

全国射击飞碟总决赛

我省选手周定坤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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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湖南抗战故事15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夏初，记者又一次来到衡东县荣桓镇南湾
村罗荣桓故居纪念馆。馆里的陈列足可以让人
们读懂一代元勋，更可以改变“罗帅是个政工
干部”的固化印象。馆中关于“翻边战术”的陈
列，证明他是一个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高
明军事韬略的指挥员。

敌情危急
那是1941年的冬天，日军调动5万人马，对

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
荡”。在艰苦困难的50天反“扫荡”当中，“留田
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

留田是沂蒙山区一个村庄，在现今山东沂南
县张庄镇。当时，一一五师的师部及“战工委”（相
当于省政府）都在留田村周围，而作战的部队只
有一个特务（警卫）营。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
配合下，由临沂、费县、沂水、莒县等地，兵分11路
气势汹汹地向留田扑来，很快就把留田团团围住
了，而且在逐渐缩小包围圈。情况万分紧急！

11月5日下午， 在留田附近牛家沟的一间
草屋里，正召开着一个高级军事会议。这是一
次关系沂蒙山根据地存亡的会议，关系到几十
万老百姓身家性命的会议， 也是决定这次反

“扫荡”胜负的会议。
草屋里挤满了人。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

师的首长们：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和陈士
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政治部的部长们……
一个个聚精会神，听参谋长报告敌情。

敌情十分严重。 日军这次对沂蒙山的进
攻，在山东是空前的，在华北也是少有的：侵华
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出马到了临沂，山东
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到前方督战；调
动好几个主力师团、旅团的兵力，加上各据点
的守备队和伪军，总共5万人，附带着重武器侵
入沂蒙山区，把八路军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
重重包围了。日军最近的一路，离留田只有5里
地；最远的一路，也不过15里。北面的日本骑
兵，当日上午进到离留田2里的地方，与八路军
前哨部队发生接触。 南面进占高里的日军，下
午也和八路军警戒部队打响。

出敌不意
罗荣桓接过参谋长的话说：“情况十分严

重，今晚上必须突围出去。大家研究一下，从哪

个方向突围比较有利？跳到什么地方合适？”
传来一阵嗡嗡声，四架贴着“膏药”的飞

机，在低空盘旋侦察，增加屋里紧张的气氛。罗
荣桓让一个参谋出去传达命令：“部队隐蔽好，
不要暴露目标。”那个参谋走后，草屋里更加沉
静，草屋外的飞机声越来越大。

向东，向南，向北？
大家各抒己见。
向东，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封锁线还没

有形成，突出包围圈以后，再向东南转移到滨
海区；

向北，与山东纵队靠拢；
向西，那里的群众条件好；
有的提出转移到抱犊崮山区，那是一一五

师的老家。
正谈得热闹，门外传来一声“报告”！门外进

来一个20多岁的大高个，头戴呢子礼帽，身穿黑
色长衫。这人是师部侦察排长，勇敢机智，武艺超
群，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出色，是八路军的侦察英
雄。他向罗荣桓报告南面高里一带的敌情。罗荣
桓听了很满意， 表扬他说：“你了解的情况很重
要，很好！”“好好睡一觉，晚上还有重要任务”。

侦察排长走后，罗荣桓提高嗓门：“我主张
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这出乎意料的主张，使在座
的人都感到吃惊，心里打了问号。因为南面日
军兵力最大，封锁最严，刚才侦察排长的报告，
也证实了这一点。

“向南突围！”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
沂附近。敌人集中兵力合围我中心地区，后方
必然空虚。我们插到他的心脏地方，就能够牵
着他的鼻子走，变被动为主动。”

罗荣桓似乎看到大家心中的问号，马上做出
回答：“不错，南面敌人的兵力比较多，三道封锁线
已经形成了，但还不是‘铁筒’，还有空子可钻。向
南突围，插到敌人的心腹要地，正是出敌不意！”

罗荣桓用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出三道弧形的
蓝线，标明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又用红铅笔，先画
了一个红圈，引出一道红线，穿过那三道弧形的
蓝线，由南转西停下来，说：“这条红线是我们的行
军路线，从留田穿过张庄，绕过高里，转向西南，越
过临蒙公路，插向诸满以南，在这个地方———王
沟停下来。 王沟离敌人的心脏临沂不过50里，是
日军两个师团的接合部， 也是敌人空虚的后方。
（我们）有山区可以依托，有群众可以依靠。”

巧妙突围
参加这次突围的老作家白刃回忆当年情

景时写道：
“（11月5日）黄昏后，留田周围的山头上，

日本兵烧起一堆堆的篝火， 烧红了寒夜的天
空。四面的敌人不断放起信号弹，好似流星划
过天幕，枪炮的响声，洋马的嘶叫，鬼子的吆
喝，不时传到河滩上来。

“河滩上，三千多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
士，静悄悄地待命出发。

“天大黑了。罗政委和师部几个首长，出现
在河滩上，走到集合队伍的面前……罗政委安
详的脚步，边走边和一些人打招呼，有时还发
出笑声。这给几千人吃了定心丸……

“罗政委带着那一群人走了。先头部队跟
着出发，机关人员随后前进。在朦胧的月光下，
望着前面背包上的白手巾， 后一个紧跟前一
个，谁也不愿意拉开距离。

“爬了两个山坡，涉过一条小河，翻过一道
高岭，队伍迅速向南前进。

……
“到了台潍公路。路中央站着两个侦察员，

面对面拿着小红白旗，相距十步远。在侦察员
两边百十米外的公路上，各有一个带机枪的加
强班，朝两面放警戒，准备给可能撞来的敌人
迎头痛击，掩护部队安全通过。

“几千人顺利横过台潍公路，继续向南疾
走。部队安全突出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没有损
失一根毫毛。

“顺着蜿蜒的山路，部队继续向南急行军。进
入一条山沟，罗政委看到脱离危险区……命令部
队原地休息。接着对身边的侦察排长说：“你带几
个侦察员到高里，看看情况有没有新变化……”

……
（一个十字路口，是日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侦察排长发现了日军的联络方式： 烧堆火、打
信号弹———表示“平安无事”。在这里，侦察排
干掉3个日军哨兵后也如法炮制， 于是白刃看
到了———）

“大队人马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看见路口
站着3个‘日本兵’，嘴里不断喊着中国话：‘跑
步前进！’挥手叫部队向南，都感到莫名其妙。
原来这是侦察兵装扮的。不仅如此，侦察排长
每隔十几分钟，打出一发信号弹，两边山头的
鬼子兵，听见唰唰的跑步声，看见升起一发发
报告‘平安无事’的绿色信号弹，也感到莫名其
妙，不敢向山下开枪。

“大队人马巧妙地突过二道封锁线，已经
是下半夜了。

……
“部队继续出发，由南往西，插过临蒙公

路，果然不出罗政委所料，敌人后方空虚，戒备
松懈，第三道封锁线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
顺利地通过了。”

就这样，这支3000多人的部队，没费一枪一
弹，没有牺牲一人，一个晚上就跳出了包围圈。

屡战屡胜
“留田突围”是罗荣桓“翻边战术”的集中

体现。
一一五师刚到山东时， 根据地狭长且很

小———“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枪传”，遇到敌人时
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 如果仍按照土地革命时
期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

根据实际，罗荣桓提出了“翻边战术”，即
主力部队不是部署在根据地腹部，而是安排在
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

“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
“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
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
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
敌后方，打乱敌人部署，以达到粉碎敌“扫荡”
的目的。

据说，这种战术刚刚提出时，许多不了解
情况的人都不理解，因为毛泽东说是“敌进我
退”。有一次总结经验，罗荣桓将此总结为“敌
进我进”，并把这一做法写下来。当时的大众日
报社社长陈沂看了， 以为是罗荣桓的笔误，就
将其改为“敌进我退”。罗荣桓看了后，又改了
回去，并解释，山东的根据地太小了，又不稳
固，无地可退，所以敌人来了，他后方肯定就空
虚了，那就到他后方去。

1942年，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又
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
部，组织了海陵、郯城战役，连克海陵、郯城、码
头，粉碎了敌人1942年冬季大“扫荡”。毛泽东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翻边战术”不是战
术，而是战略。

■链接

罗荣桓抗战家书摘要
（致哥哥罗晏清）
“……因随军北上抗战以后 ，对家庭无法

顾及，非我无情，实遇此国难当前，奈何！……
玉英（罗荣桓前妻）小孩，蒙兄照顾，当表示感
谢。还望继续维持，使他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
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也无顾虑。以后通讯，
如有可能，当给以传递捷报。”

“翻边战术”建奇功
———罗荣桓指挥留田突围

罗荣桓一家在山东。 （均为资料照片）

留田突围遗址。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机关在去留田途中。

啥是“功夫足球”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武术基金主任、 中华武术发展促进
会、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主办，湖南
省仁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等协办。来自
教育部体卫艺司、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
理中心以及我省教育、体育部门的相关
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什么是“功夫足球”？北京体育大学武
术学院院长张强强做了主旨演讲，对“功
夫足球”的概念、内涵和发展设想做了充
分的理论阐述。他表示：“功夫足球是‘武
术+足球’的俗称，是将中国传统武术融
入现代足球运动的创新教育发展模式。”

据介绍，在2014年11月，共同的愿
景让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武术基金主
任游罡华和张强强坐到了一起，两人在
探讨新时期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和发展
时，不约而同想到武术与足球的结合。

游罡华认为， 通过武术+足球的新
模式，将武术的一些特征和技巧融入到
足球训练之中，可探索出一条我国足球
运动取得突破的道路。

“功夫足球”已于今年1月、5月在北京
体育大学展开了两次研讨会，专家们对其
概念、 内涵和发展设想进行了探讨和总
结。这一次座谈会，主要是听取基层学校、
老师的意见，确定未来如何具体实施。

未来如何发展
今年6月份，“功夫足球” 已率先在

长沙市学士睿哲希望小学和德润园小学
展开试点。

8月21日， 记者来到学士睿哲希望
小学，看到了正在练习“功夫足球”的孩
子们。足球场边，女生张燕琳擦着脸上的
汗告诉记者：“对武术和足球都没有太多
概念，还在感受阶段。”男生吴鹏则给出
了相反的看法：“功夫和足球我都喜欢，
我觉得好玩。”

游罡华表示：“‘功夫足球’ 是个新鲜

事物，学生反映如何？教学模式如何确定？
一定要进行试点， 边总结边发展。” 他介
绍，接下来计划在长沙市开福区、岳麓区、
望城区、宁乡县和岳阳市湘阴县、怀化市
麻阳县等基层中小学及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师大附属中学、长沙市一中等15所学
校开展“功夫足球”教学试点工作。

据了解，“功夫足球” 项目由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武术基金、 北京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和北京仁山武术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发起并推广。其中，武术基金在
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 北京体育大学武
术学院负责组织相关专家编撰《武术进
校园试用教材》和《功夫足球试用教材》。
目前，有关教材已进入策划阶段，有望在
今年年底推出。

对于功夫足球的未来， 武术教练王
杰表示：“概念很好， 武术和足球也都是
好东西。但具体能发展成什么样，还有一
个摸索过程。”

基层老师热议：

易卓 （湘阴一中学校教务主任）：武
术和足球是两个不同领域， 甚至两种不
同的文化，结合难度很大。对于这种结合
与创新， 我们愿意去尝试。 不管结果如
何， 孩子在练习武术和足球的过程中会
有收获的。

朱志云 （学士睿哲希望小学校长）：
武术和足球都是好东西， 两者的结合是
一种大胆创新，可互相借鉴相得益彰。练
习了武术，球员的身体会更加有韧性，也
能掌握更多的碰撞、对抗技巧。不过，光
喊概念没用，还是要落到实处，师资队伍
要迅速建立起来， 相关教材也要尽快编
撰出来。

陈滔 （望月湖第二小学足球教练）：
把武术和足球相结合，理念非常好。但术
业有专攻，武术是武术，足球是足球，训
练方法、 竞技方式差别非常大，“功夫足
球”的未来前景难说。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何光红 罗飞
雄）23日下午， 第17届阿含·桐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半
决赛在嘉禾九老峰公园落子， 黄云嵩四段执黑中盘胜李钦
诚初段，陈耀烨九段执白一目半胜范廷钰。黄云嵩与陈耀烨
将在11月17日于太原争夺本年度冠军。

黄云嵩执黑迎战李钦诚的棋局中，两位95后棋手，比起
出“剑”速度。黑棋在上方气势磅礴，形成巨空，白棋不甘，硬
头顶出侵消中腹，黑棋守中带攻，在右侧又围出实空，加上
左下，目数占优，李钦诚目数不足，遂停钟认负。

另外一盘，范廷钰与陈耀烨均以免选身份直接入本赛。
两位世界冠军的对阵，格外引人瞩目。双方分割上下两角，
白棋一条巨龙席卷中腹，黑棋亦在四方窥探中腹，两人一时
难分难解。 最后， 陈耀烨幸运以一目半微弱优势压倒范廷
钰，获得通往决赛的一张入场券。

这是继2014年第16届阿含·桐山杯中国围棋快棋8强赛
后，嘉禾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并由八强赛提升至半决
赛。据介绍，嘉禾县近年提出了创建“全国围棋之乡”的目
标，连续两年举办高规格的围棋赛事，提升了嘉禾县的围棋
氛围，也加快了围棋在当地的普及。

电影《少林足球》里面，足球与少林功夫的结合令人瞠目结舌。现实中，武术和足球能否
结合？中国足球培养能否走出一条新路？8月23日，校园“功夫足球”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湖南
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举行———

功夫足球,好“踢”吗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连续两年举办阿含杯

嘉禾要建“围棋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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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本松本８月２４日电 郎平
在危急时刻的变阵未能奏效， 中国队在24
日晚进行的中美大战中0比3遗憾告负，遭
遇在2015年女排世界杯赛中的首场失利。

曾经在去年世锦赛决赛中1比3输给美
国队的中国队以23比25、17比25和23比25
再次输球，年轻的阵容为成长付出了学费。

中国队输球的最大问题在于火力不
足。 除了两位主攻朱婷和张常宁分别得到
17分和14分之外， 得分最多的是拿到4分
的曾春蕾。在扣球得分方面，中国队以38比
55落后。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示，球
队为年轻付出了代价。但她同时强调，比赛
才打了2场，（胜负）还早着呢。

前一天落败的美国队本场发挥稳定，
洛维、 希尔和阿金拉德沃快速的进攻让中
国队没有什么办法，3人分别得到16、14和
11分。

前三轮结束之后， 俄罗斯队三连胜领
跑，两胜一负的队伍多达6支。总共12支队
伍参加本届世界杯赛， 前两名获得者将直
通里约奥运会。

8月24日进行的2015年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资格赛中，中国队发挥出色，最终
有李金哲、王嘉男、高兴龙三位选手进入决赛，创造了中国跳远队在世锦赛中的历
史。图为中国选手李金哲在比赛中以8米10的成绩晋级决赛。 新华社发

郎平变阵未奏效
中美大战遭零封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两位世界名
将24日在“鸟巢”体验了完全不同的命数。
身材矮小的牙买加女“飞人”弗雷泽·普赖
斯霸气卫冕；而撑杆跳世界纪录保持者、法
国人拉维勒尼折了翅膀， 品尝到第三块世
锦赛铜牌的苦涩。

身高只有1米52的弗雷泽是女子百米8名
决赛选手中个子最矮的， 但战绩是最显赫
的———北京和伦敦两届奥运会冠军、 柏林
（2009）和莫斯科（2013）两届世锦赛冠军。

跑道上，她是以速度来说话的。鼓着腮
帮子冲向终点线的时候， 她竟没有往前撞
线，而是高擎手臂一指向天，气冲霄汉，10
秒76，生涯第六块世锦赛金牌到手。

世界上唯一一个跳得比“皇帝”布勃卡还
高的人今天栽了。 伦敦奥运会冠军拉维勒尼
在以显著余地一次越过5米80之后，竟然在5
米90的高度上三次失败，和他自己的世界纪
录6米16相比，这个成绩堪称惨烈。加拿大选
手巴贝尔和德国选手霍尔茨德佩都只不过是
过了5米90，就分别拿到金牌和银牌。

“袖珍”弗雷泽卫冕女“飞人”

■砥柱

体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