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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身为一名基层体育管理者，
49岁的刘建玲已在基层工作了
31年。作为现任长垣县体育运
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国
家田径高级教练员和国家一级田
径裁判员，刘建玲成绩斐然。

1986年在河南省体育运动
学校毕业后，刘建玲就在长垣县
成了一名基层田径教练。她因材
施教，先后向河南省各项目运动
管理中心及省体育运动学校输送
了何华刚、陈峰、冯娜、赵宝芳、刘
津茹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此
外，工作中的她注重学习和研究，
在《体育科学论丛》《体育世界》等
书刊中分别发表了《浅析铁饼旋
转与最后用力的衔接》《终身体育
与高校体育改革》等文章。

为了促使全民健身活动深入
基层，2007年长垣县体育运动管
理中心为小辛庄村安装了农民健
身器材并硬化场地。工程结束
后，村民连年都在春节期间自发
组织春节农民篮球赛、乒乓球赛
等，带动了方圆十多个村的参与，
当地群众的全民健身热情越来越
火热。刘建玲说，“作为体育人要
激励和带动更多人加入体育健身
运动，看到大家因为体育改变了
生活，通过锻炼使每个人变得更
健康更快乐，家庭幸福和睦，社会
和谐稳定，我心里就乐滋滋的。”

刘建玲作为一名基层管理干
部，结合实际工作，紧紧围绕便民
惠民的核心要旨，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切实把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落到实处。她认为首先要抢抓机
遇，计划到2020年人均场地面积
达到1.8平方米，打造农村15分
钟健身圈；其次要提升体育社会
组织功能；然后还要培育全民健
身活动品牌，着力发展休闲体育、
公园体育、广场体育、家庭体育和
节假日体育。利用黄河滩区在恼
里镇打造集汽车运动文化、航模
运动中心、体育旅游、汽车运动竞
赛、生态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汽车
生态度假产业。她所在的长垣县
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先后组织举办
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
育、老年人体育各项活动 30余
次。刘建玲认为，既然自己在基
层工作，就要立足长垣县，善用资
源，扩展财源，赢得政府支持力
度，引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体育
行业，增强体育发展的活力和后
劲，发展壮大具有地方特色的体
育品牌。（素材提供：长垣县体育
运动管理中心）

刘建玲：
心系群众
造福一方

体彩·河南最美体育人之五

勇士昨日在主场以129120
击败骑士，以41的总比分夺得
NBA总冠军。杜兰特当选总决
赛MVP，成为自2000年奥尼尔
之后第一位总决赛连续五场得分
达“30＋”的球员。

□记者 王玮皓 文 平伟 摄影

经过10多天的等待，建业新帅终于出炉。昨日下午，建业俱乐部官方宣布，来
自保加利亚的亚森成为建业的新任主帅。亚森昨日已经来到建业中牟训练基地，
开始了建业之旅。

保加利亚籍主帅亚森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非常熟
悉。在球员时期，他踢过甲
B 联赛，曾效力过成都五
牛、武汉光谷、江苏等队。
2002年起，退役后的亚森
先后执教过6支保加利亚
球队，带队小有成绩。

2014年，亚森开始了
在中国的执教生涯。作为
石家庄永昌的主帅，他首次
率队征战中甲，便以亚军的

成绩成功冲超。2015年，
永昌以“升班马”的身份在
中超创造了16轮不败的纪
录，获得中超第七名的佳
绩，书写了一段黑马传奇。

然而2016赛季，曾经
的黑马却陷入了困境，石家
庄永昌在中超 17 轮联赛
后，仅取得3胜5平9负的
成绩，排名掉到了积分榜倒
数第二的位置，迫于保级压
力，亚森被解雇，少帅李金

羽出任永昌的“救火教
练”。但遗憾的是，永昌在
赛季末仍不幸降级。

今年，亚森入主中甲球
队北京北控，希望卷土重
来。但本赛季中甲群雄四
起，几乎有一半队伍的目标
是冲超。亚森没能复制当
年在永昌的佳绩，开局1平
6负未尝胜绩，7轮过后，跌
至中甲倒数第一的北控不
得不用高洪波替换了亚森。

亚森是中国足球老面孔

联赛间歇期，北京国安
将教鞭交到德国少帅施密
特手中，苏宁请来可以比肩
里皮的世界级名帅卡佩
罗。相比之下，建业选择亚
森，走的依然是平民路线。

从执教思路来看，亚森
比较重视控制力和团队整
体性，他率领的球队防守极
具韧性，惯用的防守反击战
术也是建业最熟悉的打
法。在中超、中甲连跌跟
头，相信亚森积累了不少经

验。另外，亚森颇具亲和
力，执教永昌时常常在街边
光着膀子与球迷吃烧烤。

“建业是第一次邀请职
业经理人来管理俱乐部，这
对我来讲压力很大。我到
队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主
教练人选，经过和俱乐部董
事会协商，我们筛选了多名
主教练，最终选定亚森。”昨
日，俱乐部新任总经理郭光
琪说，在选帅方面，建业遵
循了几个标准，“第一，教练

必须有激情，能够把建业这
支年轻的队伍团结在一起，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第二，
有中超执教经历和执教弱
队的能力。第三，建业这么
多年一直采取防守反击的
打法，新帅必须擅长这种战
术。第四，新帅要有足够的
能力与球员、俱乐部、媒体
和球迷沟通。”郭光琪说，综
合来看，亚森是最为合适的
人选，希望他能够带队完成
今年的保级任务。

四条选帅标准锁定亚森

昨日下午，建业俱乐部
宣布了亚森入主的消息，亚
森也来到中牟训练基地。
在亚森与球员进行了一个
简短的见面会之后，全队立
即转战到了训练场。

现场，由于参与国家队
比赛的5名外援要在明后
天才能归队，只有国内球员
以及租借期满回归的外援
奥斯曼在阵中，全队在助教
的带领下进行训练。全程
训练，亚森站在场边没有参
与，只是不停地与郭光琪以
及翻译交流，了解每个人的
情况。在观看了建业的分

队对抗赛之后，亚森简单点
评说：“大家的防守侵略性
很强，但进攻过于集中在中
路，未来几天我们会进行战
术布置。”

“此前看了很多场建
业的录像，今天真实地感
受和了解了这支队伍，收
获很大，接下来会尽快掌
握球队的情况。”亚森接受
采访时表示，对于带领建
业保级，还是很有信心
的。周六，建业将迎来与
延边的保级大战，亚森希
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建业

“比以前踢得更聪明，有更

明确的战术纪律”。
再过一周，夏季转会窗

口就要打开，建业是否会有
调整人员的打算？俱乐部
总经理郭光琪表示，年初时
建业的“5+3”内援名额已
经用掉了7个，只剩下一个
U21球员转会名额，已经没
有调整空间，只能内部挖
潜。而6名外援如何选择
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亚
森在与球员深入接触后决
定。“希望我们能尽快统一
战术思想，用饱满的战斗热
情一分分地去拼，力争完成
保级任务。”郭光琪说。

观摩训练称进攻过于集中

曾踢过甲B联赛 曾率永昌成功冲超

建业新帅
选了“老熟人”亚森

场边观看训练的亚森

□记者 王玮皓

“如果两场比赛都赢不了
叙利亚，那我们就应该出局。”
这是里皮赛前激励国足的话，
没想到一语成谶。昨晚，国足
与叙利亚 12 强赛“生死战”中
被对手压哨22扳平。在12强
赛还剩 2 轮的局面下，国足冲
击俄罗斯世界杯的理论可能性
依然存在，只是原本就微弱的
希望更加渺茫。

昨晚，志在必得的国足刚

刚开场就遭遇打击，送给对手
一粒点球。然而面对对手的铁
桶阵，国足却办法不多。里皮
在下半场通过调兵遣将，增加
前场兵力收到了显著效果，先
后由郜林和吴曦打入两球，将
比分反超为21。而在最后时
刻，叙利亚获得禁区前任意球，
目前在建业效力的叙利亚队长
萨利赫一脚世界波洞穿了国足
大门。

在去年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上，国足已经濒临出局，但

正是建业外援哈维尔的出色表
现，帮助菲律宾 32 爆冷击败
朝鲜，才让国足奇迹般地搭上
了12强赛的末班车，哈维尔也
被称为国足的“恩人”。而昨
晚，建业外援萨利赫的压哨绝
杀，则基本断送了国足冲击世
界杯的希望。最后两场 12 强
赛，国足必须全胜，而乌兹别克
斯坦必须全负，同时叙利亚也
必须输掉一场，国足才有希望
拿到小组第三。

赛后，队长冯潇霆泪洒赛

场，就像他所说，国足的差距并
不在于没有守住最后一分钟。
换个角度讲，正是这最后时刻
的丢球，暴露了国足的不足。
里皮适时的调整只是让国足人
尽其能，发挥出了最好的状
态。赢一场韩国不足以证明你
有多大的进步，打进世界杯也
不能依靠请名帅的投机主义，
更不能依靠奇迹的发生。但已
经多次无缘亚洲区 12 强赛的
国足若想真的冲进世界杯，路
还很长。

差距在最后时刻暴露
皓言皓语

NBA总决赛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