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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上午，河南省
首届纽崔莱“为足球，爱奔跑”
青少年足球冬令营在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足球场正式开营，本
次冬令营由河南省足球协会主
办，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执委
会承办，共有来自全省的20余
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本次冬令
营。

春节前夕，大河报联合郑
开马拉松共同发出青少年足球
冬令营征集令，不到3天名额

就全部报满。据了解，此次活
动善款是由2015年安利公司
联合郑开马拉松组委会推出的
足球季慢跑活动募捐而来，全
部用于发展青少年足球。昨
日，郑开国际马拉松执委会主
任刘斌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冬
令营从河南各地召集一批有一
定足球基础的小学生，经过短
期训练后，使他们在足球素养
方面有一定的提高，同时可以
培养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也
可以培养勇于进取、坚韧不拔
的赛场意志。

□记者 王小娟

这个寒假，河南的青少年
或许会感觉有那么点不一样
——击剑冬令营、足球冬令营、
射击冬令营、马术冬令营……
春节前后，各类体育主题的冬
令营纷纷开班，相比往年的一
些“草台班子”，今年冬令营呈
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由省
队的专业团队执教，代表了这
项运动在河南的顶尖水平。

这些冬令营少则10余人，
多则70余人，受训队员有的是
从全省各地挑选的苗子，有的
则是直接面向全社会征集，在
走访冬令营的时候，听到孩子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
好玩了，今年夏令营还要来”。
一位年轻的母亲幽默地告诉记
者，“投资什么都有风险，只有
投资孩子的体育爱好稳赚不
赔，不管将来能不能成为职业，
至少赚了个好身板和好心态。”
去年的《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行为调查》显示，因城市化的发

展，我国 60%以上的学生居住
环境不具备进行体育运动的条
件；在休息和节假日的空闲时
间，学生们出去运动的不足
30%。而我们的近邻日本，中
学里加入各类体育联盟的学生
占到所有初中生的近70%。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中
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曾说：“很
多家长认为，孩子在考上好大
学之前，可以先不要体育锻炼，
等上了大学之后再去‘补’。可
现实却是，很多孩子上了大学
之后，也不可能去‘补’体育锻
炼。”正如退役后一直致力于青
少年训练营的姚明所言，“我们
不要急于培养下一个可以进入
NBA或者CBA的球员，我们希
望更多的孩子可以在课余时间
进行一项体育运动，学习怎样
和同龄人打交道，怎样和同龄
人合作。在青少年培训方面我
们要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
不要那么急地把他们往精英方
向推进，更重要的是把他们的
兴趣培养出来。”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为推动全省全民
健身事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丰富我省人民群众春节期
间的体育文化生活，昨日，中国
体育彩票·河南省第八届万村
千乡农民篮球总决赛暨河南省
第十四届春节农民篮球赛北部
赛区比赛在中牟县拉开战幕。

据悉，本次比赛由河南省
体育局、河南省文明办、河南
省农业厅主办，河南省球类运
动管理中心、郑州市体育局、
河南省篮球协会承办，中牟县
教育体育局协办。共有来自

省内的郑州、新乡、三门峡等
14支队伍160多名运动员参
加。自2月 16日开始至 2月
20 日结束，设两个赛场。比
赛将决出一等奖3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5 个、优秀奖 2
个。比赛结束后南北赛区前
四名的队伍将参加河南省第
五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南
北争霸赛。

一年一度的河南省万村千
乡农民篮球赛，是河南省群众
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
已发展成为河南省群众体育品
牌赛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体
育健康发展。

省万村千乡
农民篮球总决赛开战

省青少年足球冬令营开营

培养兴趣比培养精英更重要

梅西和奥沙利文，这两天在
场上双双做出了看似非常“疯
狂”的举动，引起场内外不小的
争议，成为国际体坛的话题。

在61大胜塞尔塔的西甲比
赛中，梅西制造了点球并亲自主
罚，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打门，而
是将球轻轻横向一拨，苏亚雷斯
迅速插上命中，就此完成本场比
赛的“帽子戏法”。

第二天，“火箭”奥沙利文在
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中，连续打

进 14 个红球和 13 次黑球，在清
掉第14颗红球后，他同样做出了
令所有人吃惊的举动：故意将粉
球打入袋中，最后以146分拿下
此局。

足球运动员将点球射向球
门和斯诺克球员完成 147，都被
认为他们在比赛中应该顺理成
章完成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
其他球员胆敢做出类似的举动，
肯定面对更加猛烈的抨击。

但梅西和奥沙利文都是各

自运动中不世出的天才，都近乎
优秀到没朋友，因此球迷更多是
赞叹他们两人的“神来之举”，认
为这些行为并没有损害到各自
的运动，也没有羞辱到对手和球
迷，相反让各自的运动增添了更
多趣味。

有人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
线之隔，天才毕竟是天才，让人
喜爱，也让人憎恨，但更多的是
让人看着他们的背影慨叹。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邢涛

在完全能够打出满分的情
况下，奥沙利文故意少得一分。
人比人气死人，斯诺克圈子高手
如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拿
到满分，敢向这一万英镑奖金说
不的更是寥寥。当然，奥沙利文
的行为随之引来了国际台联主
席的不满，称他没有尊重观众。

奥沙利文就像一个高傲的
学生，因为给的奖品太少赌气，
能考 100 分时偏偏少做一题得
99 分。国际台联主席赫恩就像

考生的父亲，嘴上不满儿子的任
性，心里却为儿子得意。当然，
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但可以说
明奥沙利文对国际台联主席以
及斯诺克运动的重要性。

有了这“不完美”的一击，人
们这才知道斯诺克满分奖竟然
少得“可怜”。因为奥沙利文，人
们又将目光聚焦在斯诺克上。
奥沙利文已是40岁的“高龄”，在
复出并不算长的时间已经创造
了许多个纪录。不久前的冠军
联赛第一小组的比赛，奥沙利文
在两天的比赛中轰出七杆破百，

生涯破百总数超过800杆，成为
史上第一人。随后谈笑间拿下
个人的第六座大师赛奖杯。

斯诺克是项正在萎缩的运
动，其顶级赛事世锦赛的最高奖
金还不及网球大满贯赛冠军奖金
的零头。在这里不去分析斯诺克
衰退的原因，但应该知道斯诺克
太需要奥沙利文来站台面了。

奥沙利文球技精湛，为观众
奉上精彩的比赛；他玩世不恭，
为读者奉上饭后谈资。有这样
的标志性人物，国际台联主席偷
着乐吧。

梅西的点球和奥沙利文的146

斯诺克需要奥沙利文的任性

当地时间15日，“火箭”奥沙利文在斯诺克威尔
士公开赛中，本来可以轻松拿下147分的满分，但是
因为嫌奖金太低而自动放弃，此举遭到国际台联主席
巴里·赫恩的严厉指责，称此举令人感到耻辱。

奥沙利文放弃满分良机

奥沙利文在加的夫举行的
首轮第五局比赛中，连续打进
14个红球和13次黑球，在清掉
第14个、也就是倒数第二个红
球后，他本来可以非常轻松地命
中黑球，然后打出一个令每个斯
诺克选手都梦想的147。但他
突然做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举

动：他没有瞄准黑球，而是故意
将粉球打入袋中。最后，他以
146分拿下此局，并以41的总
比分战胜平彻斯晋级。

赛后，“火箭”透露了他故意
放弃满分的原因：“如果奖金高
一点，我肯定会拿下147。”

赫恩对奥沙利文大加指责，

他说：“这尽管不是犯罪，但这非
常羞耻。”他还说：“球员有义务
向球迷展现最高水平的比赛，让
球迷尽可能感到比赛的愉悦。
凡是不能展现最高水平的行为
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是对球
迷的不尊重。”

斯诺克比赛的147分的奖
金实行累积制，如果一个大赛中
没有人打出满分，这个比赛的奖
金自动累积到下个比赛中。由
于澳大利亚选手罗伯逊在去年
年底的英国锦标赛中打出过
147分，因此本次比赛的奖金没
有太多累积，只有1万英镑，如
果再加上2000英镑的单杆最高

奖金，也不过是12000英镑。
奥沙利文赛后说：“我知道

奖金是1万英镑，本来可以完成
147，但觉得这点奖金配不上
147，因此希望让奖金继续累积，
直到配得上147为止。”

他还说：“如果你来到一家奔
驰车店，他们告诉你看中的车只
卖3000英镑，你肯定会回答，‘算

了，太便宜了，我不会买的’。”
“有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打

出147是个特别的时刻，我希望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奥沙利文
认为自己此举其实是为了愉悦
观众，因为如同看电影一样，他
希望球迷会回来看下一场更精
彩的表演。“把最好的结局放在
下次”。

短评

台联主席：这不尊重球迷

奥沙利文：此举愉悦观众

“这点奖金
不配147”

纸上谈

短评

奥沙利文在比赛中 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