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第一批球员的时候，我跟她们讲，我们就是“开荒”的，我们就是
播种机。

20多个球员，大学毕业以后放到全省，一人再带20个，就是400个孩
子。400个孩子大学毕业，每人再带20个，就能成倍地发展下去。

■近些年来，海南足球的发展变化让我十分欣慰。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足球文化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热爱足球的基因能够深植在每一个海
南人的血液里。

肖山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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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老爸”肖山扎根琼中13年训练女足

大山里绽放“铿锵玫瑰”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文盛

22年前，南非橄榄球
世界杯，新任总统曼德拉
将世界杯奖杯交给南非国
家队白人队长的情景，成
为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结束
的标志。曼德拉说：“体育
在绝境中创造希望，体育
改变世界。”

13年前，在中国版图
南端的海岛上，一名叫做
肖山的退役足球运动员舍
弃高薪来此寻梦，改变了
一群生长在大山里的黎族
姑娘们的人生。

时至今日，“琼中女
足”这块金字招牌名扬海
外。而这支足坛劲旅的成
长历程同样反推并见证了
海南足球事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海南足球
的发展变化让我十分欣
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足球文化能够得到更多的
关注，热爱足球的基因能
够深植在每一个海南人的
血液里。”琼中女足总教练
肖山说。

2005 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肖山，在湖南
一家足球俱乐部担任教练，月入过万，生活安
逸。某天，恩师谷中声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
了他的人生轨迹。

“老师在电话里劝我来琼中，组建海南第
一支女子足球队，做点有梦想的事情。”肖山
回忆道，自己年轻时踢球没能进入国家队，但
要是能培养出一两个队员进国家队，也算是
圆了心中的足球梦。

于是，满怀憧憬的肖山只身前往海南省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看着街道上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琼中
县城，肖山不禁在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样的
地方，能够组建起球队吗？”

接来下几个月里，肖山和谷中声跑遍了
琼中的各个角落，从1000多个山区学生中选
拔出首批24名队员。这些姑娘大多来自贫
困家庭，球队提供的免费食宿对她们吸引
力非常大。不少人在来球队之前，根本
不了解足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你们知道足球吗？”
“知道，足球就是用脚踢的排

球！”
这样的回答让曾经踌躇满

志要为海南足球发展做点事的
肖山心里直打鼓。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
人员，球队成立后，肖山不仅
是球队的教练，也是司机、厨
师、队医、领队。球员的训练
比赛、后勤保障、对外联络，
他都得亲力亲为。为此，妻
子吴小丽放弃了在海口的工
作，一同来到琼中帮丈夫打理球
队。

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肖山和妻子一起
给孩子们做饭。

小队员们洗菜切菜，他们夫妻俩负责炒
菜，“自己做饭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至少可以
让队员们吃得好一些。”话语里有辛酸，却也
透着温暖。

在教练和队员们的坚持下，建队一年多的
琼中女足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磨练，一帮15
岁左右的农村姑娘已经颇有战术素养，不仅填
补了我省没有女子足球队的空白，还成了中国
足协的注册球队。

2007年底，琼中女足的故事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省委、省政府得知了琼中女足的困
境及这支队伍给海南体育界带来的影响和积极
意义之后，特批专款20万元，供队员们训练、比
赛及建设基础设施所用。

物质上的困境逐渐有了好转。但令肖山无
法招架的，是不断涌来的流言蜚语。

“女孩子踢球能有什么出息”“这些教练挣
了钱，不知道哪天就走了”……诸如此类的言
语，深深刺痛了肖山的心。

终于有一天，他拿起行李下楼，决定回到老
家去干老本行。一出门，肖山愣住了。所有队
员齐刷刷站在台阶下。

原来，这些聪明而敏锐的女孩已有预感。
看着教练在训练场上沉默寡言的状态，队员们
的心里都不好受。于是孩子们一合计，决定在
楼下等待教练。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肖山陷入沉思，“眼
前这些队员把自己当父亲一样信任和爱戴，绝
不能辜负她们。”想到这里，肖山把行李往地上
一扔，大手一挥，“上操场训练！”

经过3年的打磨，琼中女足在2008年冬季参加了一
年一度的中学生联赛南区冬训。可第一次在全国同行面
前亮相的她们却输得毫无脸面，每场都被对手灌进五六
个球。

出乎意料的是，姑娘们非但没有垂头丧气，还憋着一
股不要命的劲儿，经常主动加练，直到跑不动才瘫软在球
场。

次年2月，全国女足冬训在广西南宁举行。琼中女
足进行了五场热身赛，3胜2平保持不败。这支横空出世
的黑马，震动了整个冬训基地。11月，琼中女足在全国
U16女足锦标赛上闯进半决赛，最后通过点球艰难战胜
了东道主河北队，获得季军。

这是海南球队第一次夺得全国性女足比赛的名次。
这些留着短发、皮肤晒得黑亮的姑娘们，在球场

上不停地跑，摔跤，滚动，铲球，仿佛在向自己的命运
宣战。而老天，也报之以热烈的赞歌。

2012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琼中女子足
球队设定为事业单位，每年固定拨款80万元给琼
中女足用作训练、比赛、办公等经费，全部球队
队员将免费在琼中中学就读，并提高她们的伙
食和训练补助标准。

由此，琼中女足成为了“正规军”。在那之
后，他们凭着坚实的后盾和不服输的性格，拿下了
一个个傲人的成绩。

2015年，琼中女足在“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中获得U12女子组冠军，这是海南历史上第

一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性足球大赛的女子代表队。此后
两年，琼中女足更是连膺“哥德堡杯”U14女子组冠军。

2017年，琼中女足代表海南省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在群众笼式五人制足球女子赛中勇夺冠军。

这是海南省代表团参加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夺
得的首枚金牌，也是海南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在全
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得的历史性突破。

“2005年，我踏上海南这块热土时，足球事业可以说
是一张白纸，但也意味着有无限发展的可能。”肖山认真
地说。

13年来，带领着琼中女足逐渐成长的肖山不曾想
到，这支队伍在取得荣耀成绩的同时，还助推了海南足球
事业的发展。

2011年，海南省足球锦标赛开战、海南省中小学校
园足球启动、海南省足球协会将准备改选重组。接连上
演的三个大动作，标志着海南足球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2015年，琼中女足在拿下“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冠军后，引发社会各界对海南足球及校园足球
的热议。同年年底，海南多个厅委联合印发《海南省发展
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海南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总数要达到360所左右。

校园足球，就此成为了海南足球未来发展的重头戏。
至今，我省已有近200所学校被认定为全省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此外，还有上百所中小学成为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在2017年海南省足球协会总结会议上，省足协主席
吕建海表示要将青训工作放在海南足球未来发展的首
位，并明确已经与省教育厅达成共建3支省青少年代表
队的计划，代表海南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及备战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

除此之外，去年8月，我省与国家体育总局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会谈上表示，近年来，海南
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培育壮大包括文化体育产
业在内的十二个重点产业。目前，我省正立足国际标准，
引进巴萨青训体系，推动足球后备力量培养。

“从对足球的不甚了解，到如今为琼中女足自豪，改变
的不仅仅是海南的足球事业和群众认知，更是让我幸运地
成为了亲历者、见证者。希望用我们的坚守和努力，在未
来十年、二十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让足球文化走进
海南每一个家庭。”肖山说。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

■2006年，琼中女足在海南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正式组建，这是海南省第一
支业余女子足球队。

■2007年，参加在广东英德的一场
比赛，但以失败告终。

■2008年，参加中学生联赛南区冬
训，两场比赛均以大比分败北。

■2009年，在全国U16女子足球联
赛中获得第六名，在全国女子足球U16
足球锦标赛中获得第三名。

■2010年，成为海南省历史上首支
冲进全国U18锦标赛的球队，获得第四
名。

■2011年，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女
足比赛中获得第七名，两名球员入选国家
女足中青集训队。

■2012年，在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
锦标赛中获得第三名，首批队员通过努力

进入大学校园，还有几人进入了国家女足
国青集训队。

■2014年，受邀赴西甲学习交流，观
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并前往西甲俱乐
部展开学习交流。

■2015 年，在“2015 斯凯孚（SKF）
与世界有约”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中获得冠军，在2015“哥德堡杯”世界青
少年足球锦标赛中获得U12女子组冠
军。

■2016年，参加国际青少年足球赛
事“哥德堡杯”，夺得U14女子组冠军，这
是该球队第二次斩获“哥德堡杯”奖牌。

■2017年，琼中女足代表海南省参
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在群众笼式五人
制足球女子赛中勇夺冠军。

同年，再次获得2017“哥德堡杯”世
界青少年足球赛U14女子组冠军。

琼中女足大事记

组队
来了群不识足球的女娃

“绝不能辜负这些孩子”

情义2

山里娃扬名世界赛场

奇迹3

愿景

将足球文化
带入每一个海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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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琼中女足再次获得“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
U14 女子组冠军，捧起金杯的姑娘们笑靥如花，“铿锵玫瑰”香飘世界。

13年前，已近不惑之年的退役足球运动员肖山跟随恩师，怀揣梦想来
到海南腹地琼中，一群连足球都不太认识的山区女孩聚集麾下。13年来，
她们起早贪黑，刻苦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饱尝艰辛，脚踩补丁
鞋，身穿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球衣。她们经受挫折而不气馁，遭受闲言
碎语而不舍梦想。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多方的支援鼓励下，这支山沟里冲出的足球劲旅
终于在世界比赛中连创佳绩，名扬海外。

海南琼中女足是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却正是众多为了梦想顽强拼
搏、勇往直前的特区人的缩影，也正是海南许多事业从“白手起家”走向辉
煌的缩影。

肖山。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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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山接受记者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