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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食堂的人都知道，大锅菜
都比较便宜，较贵的是开小小灶。
原因何在？厨师在做小炒时，选
料、刀工、烹制更用心，所以味道相
对可口，不像做大锅菜的那些哥儿
们，穿着油渍麻花的大褂，叼着烟
卷，抡一把大铁锹样的饭铲子就把
活儿做了，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味
道差就在情理之中了。

体育人才的培养也和这个道
理差不多，早就过了一个人一下子
培养出一群冠军的年代了，而变成
一群人围着一个人转，团队作战，
因材施教，就这还不能保证都培养
出精品呢！人人都知道邓亚萍、刘
国梁、孔令辉厉害，但他们有一个
相同的背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
是他们的老爸都是专业教练员，都
是从几岁开始，在他们还没有球台
高时，就手把手地开始正规甚至严
酷的训练，打下了极其扎实的基本

功；孙甜甜也是因为遇到了视为己
出的张琪教练不停地“开小灶”，才
能 13岁就在河南队打上了主力。

当今河南运动员的培养怎么
“吃小炒”，提高成功率？指望人人
有 个 好 爹 不 现 实 ，只 能 是“ 借 东
风”，搭国家队的“顺风车”。因为
各项目的国家队里集中了全国最
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最新的科
技他们先掌握，最能发掘运动员潜
力的“东西”他们先吃，最好的康复
手段和装备他们先用，就连他们的
陪练都是全国数得着的好手，在这
里摸爬滚打，杀进杀出，怎么可能不
进步？也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
取长补短，才能被“量体裁衣”、“个
性化打造”，成长为能在国际赛场上
为国争光的栋梁之材。仔细看看最
近几十年河南优秀运动员的简历，
全运会冠军得主，莫不曾是国家队
主力，更遑论奥运会奖牌得主了。

从更远的意义上来说，光进国
家队还不够，还要能进入那些中国
队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的项目国家
队，只有搭上国家的奥运战略快
车，才能离奥运会金牌更近一步。
以前的范斌，跆拳道如此，邓亚萍、
贾占波也是如此。朱婷不进国家
队 ，能 在 一 年 时 间 内 从 世 青 赛
MVP 成长为世锦赛最佳得分手？
就说眼前，看看今年上半年在全国
年度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
有几个不是国家队的常客？

那么如何才能搭上国家队的
快车？首先要求我们的教练员慧眼
识珠，多到基层走走看看，真正把好
苗子选上来。别下了地市就找几个
熟人，先喝得大晕，然后泡半夜澡，第
二天羊肉汤一喝打道回府了。其次，
要避免拔苗助长，急功近利，要尽可
能的给孩子们打下个好底子，留下个
好身板，能吃能睡能练，别弄得到了

国家队一身的伤病，一身的毛病，练
不能加量，赛上不了场，只能半途而
废。这些年来“仲永”式的新星确实
不少，让人遗憾万分。最后一点，也
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各级领导和
有关部门，要和上级主管部门多联
系，多沟通，多汇报，按国家队的需要
培养输送队员，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大
赛，一切服从于大局。

这方面做得好的例子也有。
像游泳中心就千方百计把国青队
的训练基地争到了郑州。这样我
们近距离观摩他们的训练，就便于
掌握先进的训练手段和方法，同时
也能让自己的队员有更多的机会
接受高水平指导，李昀琦等人的成
功就是这个策略的成果。还有体
操队，4 年前连参加全国比赛的成
年队员都没有，现在竟然有两个女
队员进了备战奥运会的 12 人大名
单，而且大有打主力的希望。他们

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找到苗子，送给
“体操教父”黄玉斌，自己提供全方
面的保障，小姑娘不进步才怪呢。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
锁二乔”。曹阿瞒不知道借东风，
才未能“锁二乔”；河南体育只有
深谙借东风、搭便车之道，才能吃
上国家队的“小炒”，加快人才培
养步伐，涌现出更多的陈中、邓亚
萍。④11

“开小灶”和“借东风”
□令狐一刀

本报讯（记者王丹丹）5月 13日，记者从
省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获悉，由省体育局、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联合举办的“2015 年河南省
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普夏令营”活动即日起可
以在网上开始报名了。

据了解，本次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普夏令
营将于 7月 5日至 11日在河南省航空运动管
理中心（郑州上街机场）举行。凡具有正式学
籍的小学、初中全日制在校学生均可以学校

为单位推荐参加。相关竞赛规程和报名表均
可以从河南省体育局网站青少年体育（http://
www.henantiyu.com）下载。

此次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将集飞行、跳伞、航
空模型表演，航空科普展示，航空模型制作，航空
模型竞赛，阳光体育科学健身校园行等五大内容
于一体，其目的是利用我省独特的航空资源优
势，打造航空精品活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热爱
航空科技体育，培养航空科技后备人才。④11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剪纸、金石堆、皮雕、
泥塑……这些作品不但制作精美，而且极具想
象力，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出自残疾人之手。5月
13日，由郑州市残疾人创作的 200余件艺术品
在郑州美术馆展出，吸引了众多观众。

5月 17日是第 25个全国助残日，郑州美
术馆与郑州市残联联合举办了此次“关心帮
助残疾人 实现美好中国梦——郑州市残疾
人文化艺术工场成果展”。本次艺术展展出
了金石堆、掐丝珐琅画、皮雕等 200 余件作
品。其中金石堆是以嵩山石、黄河石为原材
料，辅以各类金属图案组合而成，是一种创新

工艺品，目前正在申请专利，此次展出也是金
石堆作品的首次亮相；掐丝珐琅画是采用掐
丝珐琅工艺制作的平面装饰画，古朴典雅。

在展出现场，还有一些残疾人正在专心
致志地制作艺术品。“制作手工艺品为我们找
到了一个就业门路。如果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经过三个月专业培训就可以上岗了。”一位残
疾人说。郑州市残联的负责人介绍，郑州市残
联通过郑州市残疾人文化艺术工场项目培养
和安置了大量有艺术才华的残疾人，此次展出
是这些残疾人精品力作的集中展示。

本次展览持续到 5月 17日。④4

帮您的孩子圆航天梦
青少年航空航天夏令营开始报名

一起去欣赏残疾人的艺术作品吧

55 月月 1313 日日，，平安银行中国美巡赛之平安银行中国美巡赛之
““永恒的院子永恒的院子””公开赛业余配对赛在郑州公开赛业余配对赛在郑州
圆满收杆圆满收杆。。今天上午今天上午，，职业赛第一轮晋级职业赛第一轮晋级
赛将正式开赛赛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有包含本次比赛有包含 7272 名本名本
土球员在内的土球员在内的 156156 名球手参赛名球手参赛，，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上站冠军上站冠军、、新西兰人约什新西兰人约什··吉里和有出色吉里和有出色
表现的中国小将曹一表现的中国小将曹一，，以及去年在圣安德以及去年在圣安德
鲁斯拿到季军的金诚鲁斯拿到季军的金诚。。④④1111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若凡李若凡 邓放邓放 摄摄

本报讯 （记者刘 洋 实习生
王鹏举）郑州有 3600 年的文明史，
但郑州的抗战史却很少人知道。5
月 13日，河南博物院中原历史文化
宣讲团走进郑州九中，为高一的学
生们作了一场以抗战为主题的精彩
讲座。

历史上，日军曾经在 1941年和
1944年两次攻入郑州，给郑州人民
留下了惨痛记忆，中国军民的顽强
反抗也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在一
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博物院资深志
愿者、65岁的郭桂兰给学生们讲述
了自己多年来搜集到的日军在郑
州的暴行记录，以及郑州百姓和军
队英勇反击日寇的故事，包括南十
里铺村民赵继夜入敌营连续毙敌
和杲村村民英勇抗敌的故事；另一

位资深志愿者刘云红则向同学们讲
述了杨靖宇将军在东北英勇抗日的
事迹。

志愿者还与学生进行互动，不
少学生表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是
每个青年人应有的态度。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丁福利介
绍，此次活动是河南博物院纪念抗
战胜利 70 周年中原历史文化宣讲
团进校园活动的序幕。下一步宣讲
团还将到郑州市金水区利智学校、
河 南 省 实 验 小 学 等 学 校 举 办 讲
座。此外，博物院还将从 7 月起在
该院历史教室播放抗战经典影片、
举办抗日战争胜利系列小讲座，9
月 3 日前后将举办“寻访中原抗战
老兵”展览，让公众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④4

新华社柏林 5月 12 日电 在
12 日进行的一场欧冠半决赛第二
回合比赛中，瓜迪奥拉带领的拜仁
慕尼黑队虽然主场以 3∶2战胜巴塞
罗那队，但因首回合欠账太多，最终
还是看着对手以 5∶3的总比分进入
决赛。至此，在两年来的三次欧冠
半决赛中，瓜迪奥拉第三次出局。

在此前进行的第一回合比赛
中，拜仁在客场以 0∶3输给巴萨，进
军决赛的前景被蒙上了厚厚的阴
影。

此番主场作战，拜仁开局不错，
第 7 分钟拜仁获得角球机会，阿隆

索将球吊向巴萨禁区，右后卫贝纳
迪亚头槌叩关得手。这一丢球让巴
萨顿时警醒，他们立即转入反攻，梅
西、内马尔和苏亚雷斯的 MSN组合
令对手防不胜防，苏亚雷斯两次助
攻内马尔，帮助巴萨反超了比分，并
将领先优势保持到半场结束。

没有气馁的拜仁下半场战术得
当，莱万多夫斯基和穆勒先后各下
一城，将比分反超为 3∶2。尽管士
气起来了，但留给拜仁的时间却不
够了。最终，他们取得了本场比赛
的胜利，却只能看着对手兴高采烈
地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④11

宣讲团进校园讲郑州抗战史

瓜迪奥拉的球队又输了
欧冠半决赛巴萨淘汰拜仁

场边的瓜迪奥拉。2012
到 2013 赛季欧冠半决赛，瓜
迪奥拉带领巴萨两回合 0 比
7 输给拜仁；2013 到 2014 欧
冠半决赛，瓜迪奥拉带领拜
仁两回合 0比 5输给皇马；如
今的 2014 到 2015 赛季欧冠
半决赛，倒霉蛋依然是瓜迪
奥拉，不头疼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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