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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道坤/王伟东
（男子帆船470级）

历届奥运会
上的海南选手

邓道坤/王伟东
（男子帆船470级）

陈秀科/罗友佳
（男子托纳多级帆船）

2008年北京奥运

2012年伦敦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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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磅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将代表国家队参加里约热内卢
奥运会女子470级帆船比赛的是海
南队黄丽珠和山东队的王晓丽。以
往，参加双人项目的选手大都是来
自同一个省，这次情况有点特殊，是
由两个省的选手组合而成。海南省
文体厅副厅长杨毅光说，这是为了
体现强强组合的意图，在里约奥运
会上获得更好的成绩。

强强组合效果初显

杨毅光说，琼海姑娘黄丽珠不但
是国内女子470级最优秀的缭手，也

是世界上排名前几位的缭手，她的操
帆和压弦技术过硬。山东姑娘王晓丽
也是如此，这位“妈妈级”的舵手国际
大赛经验相当丰富。在国家队集训期
间，杨毅光和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组建
一个女子470级的强强组合争夺奥运
入场券，并力争奥运会好成绩。黄丽
珠和王晓丽组合便应运而生。

杨毅光说，在中国帆船帆板
队，女子470级的实力和地位排在
第三位，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RS-
X级帆船和激光雷迪尔级。在北
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上，殷剑和
徐莉佳已分别在这两个项目中夺得
了奥运会冠军，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黄丽珠和王晓丽这对琼鲁组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显示出了
威力。今年，她俩在法国举行的世

锦赛上获得了季军，这是中国女子
470级世锦赛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好
成绩，充分说明了“强强组合”的路
子走对了。

杨毅光说，黄丽珠和王晓丽能
组合成功，海南队的另一名高水平
选手冯惠敏做出了较大的牺牲。黄
丽珠原本的搭档是冯惠敏，按照正
常发挥，她俩也能获得奥运入场券，
但为了中国帆船帆板队能在奥运会
上取得更好成绩，冯惠敏退出了奥
运选拔赛。

省内有坚强后盾

“在黄丽珠备战奥运资格赛期
间，省领导非常关心，多次询问她的
比赛战况，并委托省文体厅转达对
她的鼓励。”杨毅光说。

黄丽珠在省内训练期间，省文
体厅领导多次看望她，鼓励她刻苦
训练，为海南、为国家争光。省高级
体校在经费和科研保障方面全力支
持黄丽珠备战。省帆船帆板队总教
练马福来和省帆船队主教练邓道坤
全程跟踪黄丽珠在海南期间的训
练，为她制定了详细而科学的训练
计划，一旦黄丽珠训练出现技术问
题，他俩会和国家队教练组沟通解
决。

队员付出了艰辛

“为了能夺得奥运入场券，黄丽
珠这一年多‘豁出去了’。”杨毅光说。

在杨毅光眼中，今年29岁的黄
丽珠是老运动员的楷模。黄丽珠膝
关节伤势较重，腰部也有伤痛。她

一边和伤病作斗争，一边训练并在
国内外征战。

没有过硬的意志品质，黄丽珠
很难取得好成绩。杨毅光说，最近
半年，黄丽珠一直在国外参赛和训
练，她先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进行
了适应场地的训练，随后转场美国
参赛，再回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参
赛。黄丽珠三个月前回到海口，短
暂停留后又奔赴欧洲参加世锦赛。
在法国世锦赛上获得铜牌后，黄丽
珠又飞赴里约热内卢训练。“运动员
长期在国外训练比赛，生活单调枯
燥，绝非我们想象的去享受生活。
法国世锦赛是在法国一座小城举
行，中国队在这个小城呆了近一个
月，教练和队员们轮流做饭，活动轨
迹就是海边和房间两点一线。”杨毅
光说。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03年，她还是一名业余体校
的女篮五号队员。13年后，她获得
了世锦赛女子帆船470级铜牌，并
赢得了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入场
券。她是海南建省后，海南队第一
个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女选手。
她就是今年29岁的琼海姑娘、海南
女子帆船470级选手黄丽珠。

从篮球队挖了块宝

2003年，省帆船帆板队到琼海
体校选拔苗子，主教练马福来一眼就
看中了当时不满 16岁、但身高近
1.70米的黄丽珠。“她的先天条件出
众，但身体素质和协调性差点。”马福
来回忆起他见到黄丽珠的第一印象。

马福来说，之所以没有犹豫就把
黄丽珠选拔进队，主要是她的先天条
件好，身体素质这些弱项以后可以慢
慢弥补。此前，黄丽珠从未接触过水
上项目，她甚至连游泳都不会。进队
后的第一件事是练习游泳，这也是帆
船帆板队新人的必修课。马福来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黄丽珠的游泳

学得马马虎虎，尽管动作不标准，但
能自救。

2003年3月经过一段时间的集
训，黄丽珠因表现出众留了下来。
马福来说，我真没看走眼，黄丽珠的
训练非常刻苦，从一个“旱鸭子”到
能掌握帆船的技术，时间其实并不
长。更让老马吃惊的事还在后面，
2004年，接触帆船项目一年多的黄
丽珠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上和队友合
作，获得了一块银牌。老马说，夺得
银牌后黄丽珠告诉他，比赛还能发
挥得更好，没夺金很遗憾。

练了5年就夺全国冠军

黄丽珠的帆船天赋不断展现，
2008年，她和搭档获得了全国冠军
赛的冠军，给海南队带来了一个大
惊喜。

老马回忆说，以黄丽珠训练的
刻苦程度和她的天赋，夺全国冠军
是早晚的事，但仅练了5年就问鼎，
实在没想到。我省最优秀的男子
470级组合邓道坤和王伟东是练了
10年后才拿到第一个全国冠军。两
年前，邓道坤退役后成为了黄丽珠

的主教练。在他和老马眼中，黄丽
珠应该是海南帆船帆板队中训练最
刻苦的一个人，没有之一。邓道坤
说，海南队通常每天要在海上训练4
个多小时，黄丽珠总要比别人在海
上多呆一会。有一次训练结束后大
家都准备上岸了，黄丽珠感觉自己
的一个顺风技术没完成好，又下海
开练。邓道坤又重新驾驶快艇跟在
黄丽珠旁边做指导。“虽然很累，但
我们当教练的很乐意这样做，我们
很喜欢训练刻苦的队员。”邓道坤
说。

在马福来看来，黄丽珠是个有个
性、认死理的队员。她为了弥补自己
腰腹肌力量薄弱的短板，把海绵垫子
搬到宿舍，每天晚上加练腰腹肌，天
天如此。就算身体不适的时候，她也
不中断加练。对此，老马说，我们有
时候要对她做大量的劝说工作，让她
放弃加练，以免受伤。

邓道坤说，黄丽珠是目前国内
出色的缭手，在训练和比赛中她特
别爱动脑筋。在国际比赛中，她一
旦看到外国选手的先进技术，能很
快模仿并掌握。凭借出色的技术，
黄丽珠的运动生涯呈上升趋势。她

2008年入选国家队，2014年再获全
国锦标赛冠军，2015年名列青岛世
界杯第4名，2016年夺取法国世锦
赛铜牌。

带伤上阵不言痛

严重的膝关节水肿一度让黄丽
珠苦不堪言。不过，黄丽珠没有被
伤痛击倒，她边治疗边训练。

黄丽珠的膝关节伤了好几年，
运动量一大膝关节便肿大。每次训
练结束后，队医都能从黄丽珠的膝
关节中抽出一针管积液。2013年，
她带伤参加全运会获得了第4名。
当年10月她入选了国家队备战里
约奥运会。但由于伤情严重，黄丽
珠请了3个月假，从国家队回到海
南治疗。伤情稍有好转，她便迫不
及待地返回国家队训练。

从事帆船运动比较辛苦，每天
在海上泡几个小时不说，还要忍受
狂风暴雨和艳阳高照的多变天气，
球帆的绳索也会割伤运动员。马福
来说，黄丽珠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
的运动员，否则她不会坚持下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从女篮五号到帆船大姐大
——海南女子帆船470级缭手黄丽珠的故事

470级帆船

一种统一设计的双人竞赛帆
船，双人操纵，稳向板型，有球形
帆。船帆标志为“470”。长4.7米，
宽 1.68 米 ，重 115 公 斤 ，帆 面 积
13.28 平方米，球形帆 14 平方米。
1976 年奥运会（蒙特利尔）被列入
比赛。1986 年的釜山奥运会首次
引入女子470级的比赛。470级帆
船选手分别为舵手和缭手。

琼海姑娘黄丽珠夺得奥运入场券的背后——

海南山东强强联合显威力

体坛档案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卢
羽晨 刘阳）国家体育总局5日发布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到2020年经常参加锻
炼的人数要达到4.35亿，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要达到1.8平方米，体育产业
总规模要超过3万亿元等目标。

“十三五”期间的主要目标为，根
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实
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建设健康中
国的任务要求，深化体育重点领域改
革，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推进体育发展迈上新台阶。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2020年经常参加锻炼人数达4.35亿

培育运动项目文化，力争
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体育文化精
品工程，办好一批社会效益显
著的体育文化品牌活动，把丰
富多彩的体育文化理念融入到
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为
精神文明建设增添力量。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足球项目改革试点，
加速职业体育发展，创新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和体
育场馆运营，逐步完善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
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基本形成现代体育治理
体系。

《 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年）》有效实
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日趋完善，人民群众健身意
识普遍增强，身体素质逐步
提高。到2020年，经常参
加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平方米。

项目结构不断优化，发展
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2016
年里约奥运会努力保持和巩
固既有运动项目优势和成绩
地位。2018年平昌冬奥会在
保持水平的基础上，扩大参赛
规模，成绩稳中有升，追求超
越。2020年东京奥运会努力
争取运动成绩领先地位。

到2020年，全国体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体育
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
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
到1％，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超过30％。体育消费额占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超
过2.5％。

体育重点领域改革
取得新突破，体制机制创
新取得新成果。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深入推进，群众体育发展
达到新水平。

竞技体育发展方式
有效转变，综合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体育产业规模和质
量不断提升，体育消费水
平明显提高。

体育文化在体育发展中的影
响进一步扩大，在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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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半决赛

骑士123:98老鹰
（骑士2:0老鹰）

皇马主帅齐达内：

欧冠决赛无热门
新华社马德里5月4日电 凭借贝尔“制造”

的一记乌龙，皇家马德里4日晚战胜曼城，挺进
欧冠决赛，与马竞会师米兰。展望决赛，皇马主
帅齐达内表示，马德里双雄夺冠机会均等。

两回合1：0淘汰曼城后，皇马将与马德里
竞技争夺欧冠冠军奖杯。齐达内在欣喜球队
晋级的同时也提醒道：“我们还什么都没有拿
到。5月28日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艰难而重
要的比赛。”他强调，决赛的两支球队间不存在
热门：“获胜的概率是各占50％。”

本赛季中期，齐达内接替贝尼特斯入主皇
马。法国人出任皇马主帅后，球队逐渐从赛季
前半程的风雨飘摇中走出，不仅在联赛中成功
缩小了与“领头羊”巴萨的差距，欧冠也一路高
奏凯歌。但对这一成绩，齐达内却不敢居功：

“我是这支球队的教练。或许我做对了一些
事，但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涉及所有与我
一起工作的人。球员才是这里面起到最重要
作用的（人）。”

1:0小胜曼城

皇马晋级欧冠决赛

5月5日，在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半决赛第二
回合比赛中，西甲皇家马德里队主场以1：0战胜
英超曼彻斯特城队，从而以1：0的总比分晋级决
赛。图为皇马队球员拉莫斯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中国游客
不享受巴西免签待遇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4日电（记者陈威
华 赵焱）中国驻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总领
馆4日表示，奥运会在即，不少中国游客将前来
巴西观赛和旅游，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游客不
享受巴西免签待遇，行前务必要申请签证。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称，近期接到不少中国
公民的咨询，询问巴西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对外
国游客的免签待遇是否包括中国公民。经了
解，去年12月24日，巴西通过了相关法令，决
定于2016年6月1日至9月18日对澳大利亚、
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四国公民入境旅游实行单
方面免签，并不包括中国。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重申，中国公民在前来
巴西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以避免在入境时发
生不必要的麻烦，有关申请签证办法可通过巴
西驻华领馆官网及其签证中心了解。此外，中
国驻里约总领馆也会在官方微博账户上发布
有关提醒信息。

中甲打造梯队联赛
不参赛就“开除”

新华社天津5月5日电（记者张泽伟）中国
足协相关负责人5日在天津举行的中甲联赛阶
段总结会议上表示，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中甲
精英梯队联赛将在2017年正式启动，不组队参
加此联赛的俱乐部将被视为自动退出中甲。

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相关负
责人李立鹏在会上就启动中甲精英梯队联赛
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俱乐部梯队建设是培
养中国足球人才的主渠道，关系到俱乐部的可
持续发展和中国足球的未来。

据介绍，中甲精英梯队联赛将借鉴中超精
英梯队联赛的做法，采取分组分阶段的分站赛
方式，参赛球员年龄为U19－U17，也就是说，
2017 年中甲精英梯队联赛为 1998、1999、
2000年出生的球员参赛。

待中甲精英梯队稳定后，将引入升降级机
制。俱乐部梯队是否降级，与本俱乐部中甲级
别无关，而根据梯队比赛积分进行升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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