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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斯104:100马刺

鹈鹕85:84雄鹿

灰熊95：105活塞

火箭107:94魔术

黄蜂92:99快船

3月17日，在欧
冠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比赛

中，马德里竞技队主场以1：0战
胜勒沃库森队，双方总比分战成1：
1平。马竞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
3：2击败勒沃库森队，晋级八强。

图为马竞队托雷斯攻入制
胜点球后庆祝。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郑
道锦）中国足协18日公布了中国男足
国家队备战3月底两场热身赛的23人
名单，在中超赛场表现不俗的重庆力
帆前锋张池明和广州富力的年轻后卫
金洋洋首次入选。

张池明在中超第二轮力帆主场1：
2负于恒大的比赛中打入一脚冷静的
推射，且全场表现出色，展现出不错的
自信心和技术能力。出生于1989年的
张池明年少时便赴法国梅斯训练，此
后在英国的埃弗顿、谢菲联俱乐部以
及葡萄牙波尔图俱乐部等都有过训练
经历。

除两名新人外，落选亚洲杯的冯
潇霆重新得到征召，而北京国安的组
织型后腰朴成、山东鲁能的突破好手
张文钊也榜上有名，广州恒大和江苏

舜天也分别以5名球员入选而成为两
家国脚“大户”。

中国队将于3月27日在长沙对阵
海地队，然后于3月31日在南京对阵突
尼斯队。6月，国足将征战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40强赛。

国足亚洲杯后首“升帐”
重庆队射手张池明首入选

恒大：于汉超、郑智、梅方、郜林、冯潇霆

北京：朴成、张呈栋、杨智

富力：姜至鹏、金洋洋

山东：王大雷、张文钊、杨旭

上港：颜骏凌、武磊、蔡慧康、于海

江苏：任航、吉翔、吴曦、刘建业、孙可

力帆：张池明

中国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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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近日
出台，该方案会给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注
入持久的动力和活力。海南也将借着这
股东风发展、普及和提高足球水平。从今
年开始，海南有关部门将先后打出一系列
组合拳发展海南足球，例如将成立首支职
业队、和足球强国阿根廷合作培养足球教
练、全省将建367所足球特色学校。

有望成立职业队

“今年，我省有望出现第一支职业足
球俱乐部。填补我省没有职业俱乐部的
空白。”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底，广东一支乙级队落户海南，

更名为海南铁汉队。该队在海南备战今
年的乙级联赛，可惜的是，由于在短时间
内无法完成场地设施建设和琼粤两省之
间的手续交接，该队无缘在中国足协注
册。省足协相关负责人透露，铁汉队无
缘注册并不能阻挡海南成立专业、职业
足球队的目标。今年，如果各方面条件
成熟，海南将成立青少年专业足球队，参
加下届全运会足球的预赛。此外，海南
成立第一支职业队的步伐没有停止，有
关部门和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

将和足球强国合作培养教练

前不久，阿根廷体育文化代表团与

省文体厅围绕海南体育项目合作举行洽
谈会，阿根廷将利用本国大量的优秀足
球教练员资源与海南开展教学公益合
作：由阿根廷派出教练员团队为海南优
秀体育教师提供足球教练培训课程，同
时选拔优秀少年足球运动员和爱好者前
往阿根廷接受短期培训，感受足球氛围，
实现长足发展。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省
计划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纳优
秀职业运动员担任校园足球教练工作，
鼓励足球爱好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优
先加强支撑校园足球开展的师资配备。
同时，海南省还将依托有关培训机构加
强对足球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施

教的能力和水平。

全省将建367所足球特
色学校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全国将在
三年内建设2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逐步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
四级足球联赛机制。海南省拟分步在
全省范围内遴选建设367所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覆盖小学、初中、高中阶段、
高校等不同教育阶段的学校，其中小学
200所，初中100所，高中阶段50所、高
校17所。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省

将落实加强校园足球的师资配备和培
训，加大场地、器材经费投入，完善升学
政策，实行学生保险全覆盖，开展足球教
学研究，编写足球分层教学大纲等相关
政策，并推动校园足球教学与大课间、课
外活动实现融合，构建省内校园足球的
四级联赛机制。

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小学、初中阶
段，需要保证每周不少于一节足球课，每
周至少三次足球大课间或课外活动，高
中阶段开设足球选修课。同时要结合学
校的实际，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丰富足
球教学。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新华社柏林 3 月
17日电（记者王东）凭
借托雷斯命中的关键
点球，马德里竞技队在
两回合与对手战成1：
1的情况下通过点球
大战淘汰勒沃库森队，
跻身欧冠八强。

首回合较量中，西

甲劲旅 0：1不敌来自德甲的对手。
不过，17日回归主场再战，马竞第27
分钟时就依靠苏亚雷斯的一脚劲射
打破僵局，将总比分扳成1：1平。

此后，两队直至加时赛结束也都
未能迎来进球时刻，比赛被拖入残酷
的点球大战。马竞出师不利，第一个
上场的加西亚罚丢点球。不过，上半
场替补受伤队友登场的门将奥布拉克

紧接着就扑出了勒沃库森球员的点
球。此后，勒沃库森后卫托普拉克一
脚打高，不过他们的门将莱诺也完成
了一次成功的封挡。

当两队还未分出胜负之时，由
AC米兰回归的托雷斯作为马竞第
五个主罚球员站到了点球点前。第
83 分钟才被替换上场的“金童”一
蹴而就，而对方的基斯林罚丢至关

重要的一球，马竞就此以 3：2赢得
点球对决。

“在这里的每个夜晚都是特别的，
而像这样的一个夜晚应该被铭记很长
时间，”托雷斯赛后说。这位出身于马
竞青训营并曾在19岁时就担任马竞
队长的西班牙人表示，球队今晚表现
出的精神，“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
已经学到的精神”。

新华社巴黎3月17日电（记者张
寒）法甲成员摩纳哥队17日晚0：2主
场不敌阿森纳队、总分3：3战平，但凭
借客场进球占优晋级欧冠八强。主教
练雅尔丹赛后故意不与温格握手，报
复他上一场赛后的“傲慢之举”。

2月25日的第一回合比赛中，摩纳
哥队客场3：1击败“枪手”，执阿森纳教
鞭将近20年的温格不知是当时正懊恼
于不该丢的第三个球，还是真的故意怠
慢，竟然没理睬雅尔丹伸过来的手。

于是17日赛后，葡萄牙人也对这
位曾在摩纳哥度过非常成功的7年执
教生涯的老帅摆起了面孔。“我上次想
和温格握手来着，可他根本没理我，我

们可是礼数都到了的，”雅
尔丹说，“所以这次我决心
也让他好看。”

在雅尔丹看来，温格和他
的球队正是因为对对手缺乏

尊重，才会落得赢球输盘的下场。“即便
经历过首回合那样的惨败，阿森纳队还
是没对摩纳哥显示出足够的尊重，”他
说。“我们当然应该晋级，客场我们可是
赢了3：1呢。”

这名最近才率队走出法甲上半程
战绩不佳泥潭的主帅还藉此向八强对
手发出警告：“3天后就要进行四分之
一决赛的抽签了，所有晋级球队都希
望抽到摩纳哥，可我必须说，我们的球
员必须得到公正的褒奖。那将是我第
一次指挥欧冠八强赛，没人预料到我
们能走到这一步。”

被吐槽的温格则在赛后采访中表
现得中规中矩，称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对手效率很高，而自己的队员已经尽力。

他说：“我们上半场就该达到目标
（3：0领先），可我们错过了太多机会。
我必须表扬我的球队今晚表现出的积
极主动性，我当然也会失望，尽管我们表

现得十分英勇，但到底还是被淘汰出局
了。”对于摩纳哥队，他说“祝他们好运”。

当晚攻入第二粒进球的拉姆塞则
比主帅“坦白”得多，他在赛后采访中
说：“我们通常对阵的是拜仁慕尼黑或
者巴塞罗那队那样的对手，我可不是
不尊重摩纳哥队，但我真心觉得我们
才是该获得晋级的一方。”

“报复”温格上一场的“傲慢之举”

摩纳哥主帅赛后拒握手

托雷斯：这个夜晚该被记很久马竞点球胜出跻身八强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16
日发布后，中国足球人都在感叹春天即
将到来。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端，
巴西足球在经历去年世界杯的惨败后
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其改革范围之
广、投入金额之多令人应接不暇。两个

“金砖国家”的足球水平虽然不在一个
层级，但是几乎同一时期开启的革新依
然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青训和比赛

巴西国家队主帅邓加直言，如今的
巴西队只有内马尔一名超一流球星。巴
甲传统劲旅科林蒂安的青训主管阿格内
洛也说，巴西足球在选材、训练连贯性以
及足球人口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巴西
曾培养出球星无数，可就算这样，他们依
然承认青训问题，并勇于变革。

世界杯结束后仅3个月，巴西足协
就宣布，投入1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建立
15个标准化青训基地，面向上万名14
岁以下的青少年、用统一的训练方式打
造青训流水线。与此同时，为了让年轻
球员能够多打比赛，巴西将在今年首度
举办全国范围的20岁以下（U20）青年
足球锦标赛。

现如今，中国的校园足球正蓬勃展
开，青少年留洋计划也方兴未艾，中国
的足球人口、青少年联赛的水平等还亟
待提高。但正如青训专家阿格内洛所
说，青少年足球要按照规律来发展，让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切忌急功近利、
不按规律。

足球课和足球兴趣

可以预见，今后在中国学校的体育
课上，足球将成为重要的教授项目。与
此不同，在巴西学校的体育课上，足球

却只是和篮球、游泳、排球等并列的项
目之一，学校并未刻意让孩子选择足
球。但是，据巴西体育部负责学校体育
的卡佩利介绍，在巴西，一般男孩子出
生后的第一个礼物总是爸爸送的足
球。因此，足球在巴西早已不是课程，
而是兴趣。

巴西的中小学大都只上半天课，课
余时间十分充裕，学生们在放学后也大
都会选择去踢球。巴西的家长也会从
小让孩子去踢球，不怕孩子受伤，并相
信体育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强大。

俱乐部改名迁址不可想象

在巴西上至巴甲、下至第三或第四
级别联赛，拥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
的俱乐部比比皆是，而这与中国足球职
业化20年一直坚持下来的俱乐部屈指
可数形成强烈反差。推动实现俱乐部
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
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已成为中国足球
发展道路上需要面对的问题。

科林蒂安市场营销总监费雷拉说：
“我不太了解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情况，
但在巴西，如果一支球队更改名称或者
更改所在地，那简直难以想象。现在巴
西经济不好，巴甲俱乐部赞助商更迭十
分频繁，但是球队的名字不会改，球队
的文化和属地性非常重要，只有先赢得
球迷的情感，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研究巴西足球多年的巴西瓦加斯
基金会足球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指出，巴
西职业足球俱乐部大都创建于19世纪
末20世纪初，当时根本没有赞助商的概
念，因此这些俱乐部的名字大都以所在
地及其历史而命名，久而久之俱乐部的
名字成了一种象征和标志，如果俱乐部
改名，即便赞助商也不会同意。他还将
中国和美国比作足球的新兴市场，球迷

文化还没有沉淀下来，赞助商对于球队
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

免费球场多 俱乐部对外开放

与中国目前运动场难寻形成鲜明
对比，巴西的运动场遍地开花，且大都
是免费开放。以始建于1965年的里约
弗拉门戈公园为例，作为该市最大的公
园，它拥有数十块足球场、篮球场、排球
场和网球场，这些都免费向人们开放，
没有一堵围墙。除了固定的足球场，任
何一块够几个人活动的空地上，几乎也
都能看到踢球者的身影，一些孩子甚至
把街道也变成了球场，车辆也不得不为
他们让路。

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足球俱乐部
对公众紧闭大门不同，巴西各大足球俱
乐部都对外开放。以中超球星孔卡之
前效力的巴甲弗鲁米嫩塞俱乐部为例，
他们的俱乐部里拥有足球场、游泳池、
网球场、篮球馆等，人们可以缴纳并不
高昂的会费成为会员，享受到俱乐部的
各种体育设施。 新华社记者 姬烨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17日电）

把足球当做兴趣和文化
——“足球王国”巴西给中国足改的启示

3月18日，在亚冠联赛H组第三轮比赛中，广
州恒大队主场4:3胜鹿岛鹿角队。

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郑智（右）和鹿岛鹿角队
球员土居圣真拼抢。 新华社发

亚冠战罢第三轮

恒大扳倒鹿岛鹿角

关注欧冠

全国青少年健美操
冬令营在三亚开营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苏庆明）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15年全国青少
年健美操冬令营于3月17日在三亚开营。230余名
运动员、教练员将参加为期5天的学习培训。

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包括获得2014年锦标赛
和冠军赛竞技项目年龄一组、年龄二组、精英组单
人和混双项目的奖牌获得者及三人和集体五人项
目的金牌获得者，2015年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年
度备案的国家预备、年龄一组和年龄二组的全体运
动员，及2015年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年度备案少
年组的全体教练员。

此次活动目的在于促进健美操后备梯队建设，
学习内容包括健美操训练计划、音乐创编等，实践内
容主要有等级规定动作中的技巧类动作。三亚作为

“天然氧吧”，十分有利于活动训练。

32支龙舟队抵达万宁
本报万城 3月 18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记者从今天上午在万宁
市和乐镇港北港举行的2015中华龙舟大赛万宁
站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比赛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已经就绪，32支龙舟队已陆续抵达万宁，并
到和乐港北港熟悉比赛场地和赛前训练，静待大
赛启幕。

记者了解到，为迎接今年的龙舟大赛首站赛
事，和乐镇委镇政府提前一个星期组织人员对镇墟
环境、主要道路、观赛场所和比赛赛道进行整治，目
前该项工作已经完成。21日上午，中华龙舟大赛
万宁站进行包括祭海、龙舟队游船、舞龙舞狮等开
幕式表演后，开始进行决赛，央视体育频道将进行
现场直播。

身穿蓝马甲的万宁青年志愿者将分为央视团队
服务组、裁判组、协作媒体组、运动队组、组委会团队
组等五个小组，为比赛提供贴心志愿服务。

名宿赵达裕因病辞世
中国足坛痛失“矮脚虎”

新华社广州3月18日电（记者王浩明）18日，前
中国国家队球员、有着“矮脚虎”之称的南派足球代
表人物赵达裕因病去世，享年55岁。

据悉，赵达裕在农历新年前被检查出罹患晚期
肝癌，虽然积极治疗，但无奈不敌病魔的侵袭，在18
日中午辞世。

赵达裕的弟弟赵达新随后向外界告知了这
一消息：“泣告各位亲朋：中国男足前知名球员、
家兄赵达裕因病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午 12 时
30分与世长辞，享年 55岁。叩谢各位亲朋的关
心和问候。”

赵达裕1961年出生于广州，上世纪80年代曾
是国足的核心球员，因身材矮小，力量和技术出众，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矮脚虎”。赵达裕1982年入选
国家队，1984年的尼赫鲁金杯赛是他职业生涯的高
光时刻，面对世界劲旅阿根廷队，“矮脚虎”在终场前
打入绝杀进球，帮助中国队战胜对手。

1986年，赵达裕在训练中左腿受伤骨折，被
迫中断运动员生涯，但这次重伤并没有让他离开
心爱的足球事业。随后他远赴日本学习和踢球，
曾参加过日本联赛，并在日本三菱青年队执教。
回国后，赵达裕在广州创办了亿达足球学校，从
事足球青训工作。

“赵达裕先生是南派足球的代表人物，毕生奉献
足球事业。如今名宿辞世，深感惋惜，沉痛悼念！愿
赵达裕先生在天堂安详！”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主任
程志文表达了对赵达裕的悼念。

3月17日，阿森纳队桑切斯（左）
与吉鲁在比赛中跳起争球。新华社发

海口举办网球邀请赛
王经林获男单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
二届裕景陶瓷杯网球邀请赛近日在海口奥林匹克网
球场收拍。

本次比赛邀请了海口128名业余网球爱好者参
加，比赛分为男子单双打和混合双打3个项目。最
终获得各个项目名次的分别是：男单冠军王经林，亚
军王立君，季军叶宝。男双冠军王黎刚/彭飞，亚军
王绥森/许声垂，季军冯崇坚/王名健。混双冠军李
选剑/陈君，亚军王绥森/其米，季军丁道聪/翁燕
青。风尚奖莫小英、吴青海。

这是裕景陶瓷第二次赞助该赛事，比赛的规模
和水平比首届有了较大的提高。主办方表示，裕景
陶瓷杯网球邀请赛将继续办下去，力争办成海南业
余网球界的品牌比赛之一。

●将成立首支职业队
●和阿根廷合作培养足球教练
●全省将建367所特色足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