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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林 来 了 ！ 拉 米 雷 斯 来 了 ！
近段时间，一个个大牌外援登陆中
超的消息，给熙熙攘攘的中超转会
市场带来了一连串的惊叹号。而
相比众多对手疯狂的扩军备战，上
赛季取得第五名的河南建业却有
些过于沉寂。在高价输出了国脚
毕津浩并送走了老将肖智、徐洋
后，建业只是在个别位置引进了几
名年轻球员，这让不少关心河南足
球的球迷十分担心：如此“低调”的
俱乐部，靠什么来应对中超“金元
时代”的激烈竞争？

对于球迷们的担心，正在迪拜
带队拉练的建业主教练贾秀全也在
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他表示，在这
个内外援身价虚高的中超“金元时
代”，再让已经坚持投资河南足球 21
年的胡总去砸巨资引援未免有些强
人所难，于心不忍，而且换个角度来
看，这未必不是一个建业重建青训
体系、培养年轻球员的机会。在老
贾看来，比起那些价格昂贵的“大牌
内援”，年轻球员也有自己的优势，
他们可塑性更强，战斗欲望更强烈，
就像老话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乱
拳还能打死老师傅呢！

实际上，在上个赛季的后半段，

贾秀全就有意识地开始给年轻球员
锻炼的机会，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
将不仅登上了中超赛场，而且还不
乏首发的机会，在场上，略显稚嫩的
他们也展现了不俗的潜力。据贾秀
全介绍，在新的赛季，不出意外的
话，建业将是整个中超赛场上最为
年轻的球队，俱乐部也将用“青春风
暴”来应对中超的“金元时代”。

当然，对于竞争越发激烈的中
超赛场，建业俱乐部也有清醒的认
识，从赛季备战阶段，球队就在做着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到达迪拜开始
海外拉练后，建业 13 天时间里进行
了 7场比赛，其中不乏两天时间里背

靠背作战的情况，赛程之密集，强度
之大，在以往的备战中实属罕见。建
业在迪拜的热身对手中，包括了沙特
豪门伊蒂哈德、俄超传统豪强莫斯科
斯巴达等多支西亚、东欧的强队，在
基本上以全华班出场的情况下，建业
热身赛的成绩是两平五负。

对于海外拉练无一胜绩的情
况，贾秀全却并不担心。他认为，
既然是热身赛，当然是以观察年轻
球员和锻炼球队技战术为主要目
的，因此比赛的过程远比结果重
要。如果一味用最强的阵容去对
战那些偏弱的对手，除了“热身赛
之王”的名头，建业并不能得到什

么有益的收获。
至于球迷们最为关心的本土化

问题，贾秀全说，从接手至今一年半
的时间里，现在的这支建业队中河
南球员已经达到了十一人之多，这
样的本土球员数量不只是在中超，
乃至在建业队历史上也是最多的。
但是重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河南
的球员们就可以无条件得到机会
和优待，说到底足球是竞技体育，
要用实力说话，不管是哪里出身的
球员，都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打动教
练。俱乐部也希望本土的球员们能
奋发图强，真正把振兴河南足球的
重任担在自己肩上。④11

运动员们一字排开，三点一线
全神贯注瞄准目标，举枪、放下、举
枪、再放下……（上图）一遍遍不厌
其烦地重复相同的动作。射击是一
个精细的体育项目，由于偶然性常
伴其左右，因此想成为顶尖高手，掌
控细节至关重要。1月27日，记者走
进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去感
受这项“细节决定成败”的奥运项目。

上午 10 点，队员们结束了第一
阶段的训练，调整休息。三五成群
围在一起聊着刚结束的训练，有的
队员坐在按摩椅上放松……“队伍
从 8 点开始训练，隔一段时间就要
休息一下，因为射击运动太费神。”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郑猛
告诉记者，“现在队员跟以前不一
样了，我们今年冬训立了新规定，
一律不许带手机进入训练馆。”

除了手机管理，今年冬训期间，
省射击中心还专门抽调了一批教
练、员工每天和队员同吃同住，重点
观察队员的用餐情况。对此，郑猛
进一步解释：“我们发现，有些队员一
到上午 10 点钟就开始喊饿，刚吃完
早饭俩小时怎么就饿了？最后发
现，有些队员想多睡一会儿，就不吃
早餐，空着肚子去训练，这肯定扛不

住，到最后影响了训练质量。”至于晚
餐，则是为了杜绝个别队员耐不住
诱惑想偷溜出去吃饭，“一定要严防
死守兴奋剂，必须管好嘴”。

进入冬训后，省射击中心突出
科学训练，对团队的组织架构进行
了优化，组建了科研组、医务组、体
能康复、信息组等专业小组，并以
此建立了复合型团队。

今年是奥运年，明年是全运
年，河南省射击中心的目标也已基
本明确：奥运有人，全运争金。要
完成这个目标，更多地培养金牌运
动员是关键。目前我省有 6 名队员
已进入奥运初选名单，女子步枪的
常静和史梦瑶，男子步枪的王策，
男子飞碟的杜宇、杨铱洋以及男子
射箭的任启状。“就当前情况看，这
几名队员在国家队阵营中训练得
都不错，尤其是常静，目前积分虽
然排名第六，但和前面队员的差距
较小，还是有希望的。”省射击中心
书记郭继生说，“冬训第一步是在
家打基础，第二步要走出去和外省
队伍交流对抗，强化技术水平，第
三步则是进入赛前准备阶段，冬训
结束后很快就要参加各项国内外
大赛，借此提升赛场经验。”④11

本土球员担纲年轻阵容

建业“青春风暴”无惧中超“金元时代”
□本报记者 李 悦

神枪手冬训
“细”字当头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春节前夕，鹤壁市淇滨区钜
桥镇王下雾村的农民电影《欢欣
鼓舞过大年》在网上播出后，在
当地引起很大反响。这部电影
以“传承高跷文化、反映现代农
民生活”为题材，村民们自编、自
导、自演、自拍，片长 1 个小时，
拍摄制作历经一年时间 。

伴随着电影热播，该村的
小广场上每天热闹非凡，高跷
队、秧歌队的近百名演员加紧
排练，他们要在春节文化活动
比赛中大显身手。

王下雾村的高跷表演可追溯
到 200 多年前的嘉庆年间。如
今，该村农民表演的高跷文武兼
备，不仅传承了文派的沿路走场、
演唱，还练出了武派的单叉、劈
腿、倒立、窜桌等绝技，久兴不衰。

“欢欣鼓舞过大年，俺们要
好好乐一乐！”电影总导演、村
民李爱星如是说。④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 月
28 日，一台由戏曲名家和戏迷
票友共同打造的戏迷春晚在郑
州铁路局老干部活动中心鸣锣
开唱。

“名家戏迷一家亲——2016
河南首届戏迷春节联欢晚会”由
河南电台戏曲广播娱乐 976、河
南电视台梨园频道、郑州电视台

《周末大戏院》、郑州市戏迷协会
等联合主办。来自北京、河北、
山东、新疆等地以及我省的数
百位戏迷票友通过海选，最终
百余位戏迷票友登上舞台各展

才艺，为观众带来了《花木兰》、
《穆桂英挂帅》、《抬花轿》、《七
品 芝 麻 官》等 各 流 派 经 典 唱
段。演出不仅包含豫剧、曲剧、
越调等河南地方戏，还有京剧、
越剧、黄梅戏等外省剧种。他
们精彩的表演不时博得现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

戏迷们演得好，我省戏曲
名 家 也 纷 纷 登 台 献 艺 。 贾 廷
聚、虎美玲、谷秀荣、常如玉等
演 唱 了 各 自 代 表 作 的 经 典 唱
段，为广大戏迷朋友带来了一
场“迎春大戏”。从外地赶来

的戏迷张华说：“戏迷登台，名
家助阵，我们唱得很嗨，玩得
过瘾！”④4

我省首届戏迷春晚热闹开唱

鹤壁农民拍电影
欢欣鼓舞过大年

◀村民李爱星用手
机播放自己导演的电影。

▼年轻小伙表演窜桌。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1 月
27 日，从日本传来消息，代表中
国出征 2016 年亚洲场地自行车
锦标赛的河南运动员马梦露、王
红、陈路路与来自上海的队友黄
冬艳一起，夺得女子 4 公里团体
追逐赛冠军。

据悉，本届亚锦赛于 1 月 26

日至 30 在日本静冈伊豆举行。
在里约奥运会前，这是最后一场
洲际锦标赛。因为涉及奥运积分
排名，亚洲各个国家都很重视。
在女子 4 公里团体追逐赛上，中
国队派出黄冬艳、马梦露、王红、
陈路路参赛。最终，她们为中国
队夺得金牌。④11

2016 年 1 月 16 日，河南省首
届校园足球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郭
蔚蔚在高峰论坛上详细解读了
河南省校园足球的发展方向，其
中重点提到了足球的十大育人
功能，值得细细品味——

1.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足
球比赛开始前要和对手握手，足
球比赛结束后要感谢裁判、观
众，这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在不知
不觉中形成。

2.培养孩子意志品质。足球
场上的艰苦训练很能磨炼孩子
的意志。

3.培养孩子交流沟通能力。
不管是足球训练还是比赛都需
要队员们的相互合作，所以交流
沟通必不可少。

4.培养团队的协作能力。足
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必须齐心
合力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5.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责任
心是指对事情敢于负责、主动负
责的态度；通过足球这一载体，
可以着重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6.培养孩子抗挫折的能力。
优越的生活和来自身边过分的
溺爱会导致孩子缺乏抵抗挫折
的能力，而足球比赛可以教会孩

子如何正确面对挫折，如何增强
抗挫折的能力。

7.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创造
力是人类特有的综合性本领，创
造力的培养是开发右脑的一种
方式、也是足球训练的目的。

8.培养孩子的预判能力。足
球场上，你需要预判同伴的跑动
来进行传球；你需要预判对手的
意图进行防守。

9.培养孩子的决策能力。足
球场上瞬息万变，有时候需要孩
子在零点几秒之内做出决策；有
时候需要孩子做出射门、传球还
是突破的决定。

10.培养孩子强健的体魄。
足球训练不光是培养上面的所
有能力，最主要的还有强健孩子
的体魄。④11 （省校足办）

亚洲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河南女骑手为国夺金

郭蔚蔚：足球的十大育人功能

1 月 23 日、24 日，对于河南艺
术中心十二生肖系列剧创作团队
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由
他们打造的大型动漫人偶童话剧

《小马过河》叫响国内舞台后，接
到了来自新加坡的邀请，即将走
出国门；而最新一部童话剧《披上
狼皮的羊》当晚在河南艺术中心
大剧院完成首次亮相，标志河南
艺术中心打造的“十二生肖”大型
动漫人偶童话系列剧续上新篇。

该剧由河南艺术中心联合河
南歌舞演艺集团、郑州师范学院共
同打造，是在《披着羊皮的狼》《小
羊喝水》等经典寓言童话的基础上
改编的。该剧通过创作者们的大
胆想象和创新，为小朋友们讲述了
小羊与小狼的友谊，以及小羊在危
急时刻披上狼皮，带领伙伴们与大
灰狼、肥狼勇敢作战，拯救好朋友
的故事。整部作品传递着善良、
勇敢、责任、诚实等正能量。

“这不仅是一部儿童剧，也是
让传统文化走进孩子生活的创新

尝试。全省 300 多份《小马过河》
观后感代表着孩子们的心声。”河
南艺术中心副主任刘秀华说，“基
层很多剧院闲置着，孩子们也看
不到属于自己的儿童剧，我们的
努力就是要填补这样的空白。”

首演后，刘景亮、李仲党、黄海
碧、谭静波、陈静、巩伟等省内文艺
界专家对该剧给予充分肯定，并提
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专家认为，
这部儿童剧有着新颖的动漫效果
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主题意义深
刻，情节动人，让小观众们在快乐
之余得到了成长启迪。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拓展爱国主
义题材的表现空间，不断丰富形式、
创新手法，充分运用重要纪念日、
民族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集中展
映展播展示群众喜爱的爱国主义
优秀作品，并让优秀文艺作品走进
基层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我
们这样做是用实践落实中央政
策。”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说。

据了解，“十二生肖”系列剧的
下一部“猴戏”正在酝酿之中。④4

《披上狼皮的羊》精彩首秀
□本报记者 刘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