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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校园足球的崛起离不开一批
敬业的教练，海经贸队的主教练黄闻
寰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海经贸队异军突起夺
得了全国校足赛高职高专组季军，
这其中黄闻寰功不可没。当时，海
经贸 4000 多名学生中会踢足球的
只有 400 多人，能参加比赛的只有
50 多人，高水平的球员更寥寥无
几。从2010年开始，黄闻寰在校方
的支持下，全校海选球员、组建校

队。凭着对校园足球的热爱，黄闻
寰率领一批技术粗糙、身材不高的
球员开始训练。海经贸队从最初在
海南大学生组足球赛上“垫底”，到
全国高职高专组南区赛夺冠，再到问
鼎全国高职高专组冠军，9年来，球
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球队在黄闻
寰的打造下，成为了一支讲究技战
术配合、反击速度快的球队。“如果
没有黄老师多年的执着，海经贸队
很难取得全国冠军。”海南省校园足

球协会会长肖水平说。
海经贸队、海南中学队和海南师

范大学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是海南
本土球员，这3支球队的主教练也都
是海南人。这3名主教练针对海南
球员速度快、技术好的特点，制定了

“小快灵”的战术。在本次高职高专
组决赛对阵四川队时，海经贸队将海
南球队“小快灵”的战术发挥到了极
致。海经贸队决赛踢进的两个球均
是来自三、四个人之间的快速传切配

合，最后在对方禁区内射门得分。
苦练也是海南校园足球成绩提

高的原因之一。海南中学队主教练
王存得这两年放弃了寒暑假休息，召
集球队训练。海南中学的网站曾报
道王存得在去年暑期集训前对球员
说，“大家要做好暑期掉一层皮的准
备。”海师大队今年3月初开始集训，
一天两练，球员们在高强度的训练下
技战术水平和体能大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6月22日23：30德国VS尼日利亚
6月25日03：00瑞典VS加拿大
6月25日24：00 意大利VS中国
6月26日03：00 荷兰VS日本

随着尼日利亚拿下最后一个16
强名额，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的小组
赛20日全部结束。在16强席位中，
欧洲球队占据半壁江山。中国女足
也凭借众志成城的防守，从“死亡之
组”中拼来一个宝贵的出线资格。

本次比赛，9支欧洲球队中有5个
小组第一，8支杀进1/8决赛。若不是
苏格兰队自毁长城在三球领先的情
况下被阿根廷3：3逼平，欧洲原本有
望实现“满额参赛”。在20场“外战”
中，欧洲球队赢下其中16场，无论是
德国这样的老牌强队，还是近年来进

步迅速的东道主法国，抑或20年来首
次参赛的意大利，都让外界感受到了
欧洲球队的强势。

当然还有一支球队是无法忽视
的，那就是曾经三夺世界冠军的美国
队。作为卫冕冠军，美国队在首场比
赛中便对泰国队上演了一场13：0的
大比分狂胜，第二轮又在轮换大部分
球员的情况下轻取智利，拿下出线
权。三场小组赛，美国队打入惊人的
18球，且一球未丢，如无意外，世界杯
的冠军将在欧美球队之间产生。

尽管中国队在赛前并不被大多

数人看好，虽然小组赛只打入了一粒
进球，可球队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战
术执行力依然值得称道。首场比赛
面对强大的德国，中国队在比赛中严
格执行的防守反击战术不仅让对手
在长时间内无计可施，还曾三次令德
国队门前风声鹤唳，若不是把握机会
能力稍差，中国队有可能爆冷取得

“开门红”。在一球小胜南非之后，中
国队面对西班牙的大举进攻，依然力
保球门不失，在比赛中高接低挡的彭
诗梦也因出色发挥被评为最佳球员。

（据新华社巴黎6月21日电）

在全国校园足球赛中，海师大队和海经贸队先后夺冠，海南中学队进四强

海南校园足球队“三箭齐发”的背后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海南省校园足
球队这两天“可露脸
了”！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队在全国
1000多所高职院校
球队中脱颖而出，20
日夺得了全国校园
足球赛高职高专组
冠军。海南中学队
历史性地闯进了全
国校园足球赛高中
男子组4强，创下了
海南中学生足球队
参赛的最佳成绩。
海南师范大学队前
不久赢得的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大学男子高水平组
南区冠军。海南校
园足球队缘何能在
高职组、大学生组和
高中组“三箭齐发”？

夺得高职高专组冠军的海经贸队
主教练黄闻寰去年赴法国参加了中国
校园足球教练员留学培训班，“这个培
训班对提高我的足球执教水平帮助不
小。”黄闻寰说。

从2016年开始，海南省校园足球
教练分批次前往英国、法国、德国和西

班牙等足球强国受训，其中也包括海
南中学队主教练王存得。在欧洲高水
平教练的指导下，海南校园足球教练
的水平和足球理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此外，海南省教育厅和海南省足
球协会合作，聘请国内足球讲师来琼
为我省校园足球老师授课，超过百名

校园足球教练受益。海南省校园足球
协会会长肖水平全程观看了最近两年
的省高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他认为，
海南中学生球队的战术意识越来越
强，比赛中盲目“开大脚”的情况越来
越少，这得益于我省校园足球教练员
执教能力提高了。海南日报记者在网

上观看了海经贸队的比赛，海经贸队
踢法很成熟，落后的时候能攻得出去，
领先时防线滴水不漏。特别是小组赛
第90分钟通过流畅的地面配合，踢进
了北区冠军新疆队球门，“绝平”对
手。总体来说，海南校园足球水平又
上了一个台阶。

海南校园足球联赛经过多年的发
展，形成了完善的“一条龙”竞赛体
系。肖水平说：“孩子们每月甚至每周
都能参加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
了球技。”

前不久，“硕克杯”2019年海南省
中学生运动会足球赛暨高中男子校园
足球联赛在琼海举行，省内29支中学

生球队参加。如果说这项比赛是海南
省中学生界的“超级足球联赛”，那么
各市县校园足球联赛就是“甲级联
赛”，像海口市还要举办4个区的校园
足球联赛，区联赛的佼佼者才有资格
参加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此外，海
南目前有近3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这些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年级联

赛，从中挑选优秀球员组建校队，参加
省市校园足球联赛。

肖水平说，海南省校园足球联赛
功不可没，海南师范大学队和海经贸
队的本土球员在初中和高中时都经历
过各市县和省校园足球联赛的历练，
海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为我省大
学生球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球员。

除了举办比赛外，省教育厅每年
还要把各市县的优秀球员组织起
来，举办一次海南省校园足球冬令
营和夏令营，肖水平说，这“两个营”
设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通过足
球技术测试和分队比赛，选拔出优
秀球员，参加中国校园足球夏令营
和冬令营。

总体水平看涨

竞赛体系完善

教练员敬业

欧洲强势 玫瑰铿锵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综述

据新华社法国勒阿弗尔6月20
日电 中国女足20日下午进行了备战
淘汰赛阶段比赛的例行训练，全队气
氛轻松，拿中场大将张睿的话说，16
强战不论碰到英格兰还是意大利队
（采访后当晚已确定为意大利队），大
家都会去全力一搏。

“我感觉是那种出线后等待另
一个对手的感觉，跟那种等待自己
是否出线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

以现在整个球队的氛围比较轻松。”
张睿说。

整个小组赛阶段，30岁的张睿打
满了全部三场比赛。国际足联统计，
这名攻防兼备的中场选手已经代表
国家队出战147场，是这支中国队中
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之一。

2015年，中国队曾在时任主帅的
法国人布鲁诺带领下，与意大利队在
友谊赛中两次交手，取得一胜一平的

成绩。不过在张睿看来，欧洲球队进
步很快，当时的交锋已没有太多参考
价值。

“我觉得，整个欧洲女足进步很
快，不能拿两年前甚至是一年前（的
成绩去衡量），都是无法去对比的。
接下来对手不管是英格兰或者意大
利，对于我们都无所谓，毕竟已经到
淘汰赛了，见谁都一样，都是死磕那
种。”她说。

八分之一淘汰赛对阵

6月23日03：00挪威VS澳大利亚
6月23日23：30英格兰VS喀麦隆
6月24日03：00法国VS巴西
6月24日24：00西班牙VS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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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6强战对阵意大利

张睿：碰谁都会“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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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在女足世界杯F组小组赛中，美国队以2∶0战胜瑞典队，分别以小组
第一、第二名的成绩晋级16强。图为美国队希思（右）在比赛中与瑞典队绍夫
拼抢。 新华社发

心理健康大讲堂走进儋州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志）6月21

日上午，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年度公益活动“心理健
康大讲堂”走进儋州大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的龚萍为大城镇村民讲解了家庭
教育过程中的心理辅导和亲子沟通技巧等问题，
受到村民欢迎。

龚萍围绕“幼儿养性、童年养正、少年养志、成
年养德”四个方面，告诉家长孩子成长历程中不同
阶段教育的核心。重点讲解了“少年养志”的重要
性和注意事项，还对村民反映的孩子叛逆等不少
问题进行了解答。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心理健康大讲堂”系列公
益活动开展以来，已先后走进海南消防总队、三亚
红土坎村、五指山毛道村、琼海嘉积中学等地，并
将继续走进全省各市县农家书屋，促进乡村阅读
深入开展。

白沙举办歌手大赛
本报牙叉6月2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林燕妮）6月20日晚，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二届“绿
洲之声”歌手总决赛在文化广场唱响，最终决出赛
事民族美声组、原生态组、通俗流行组奖项。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经过层层角逐，共有23
名选手晋级该赛事总决赛。当晚，各个组别的选
手们依序上台一展歌喉，在一首首曼妙动听的曲
调中，选手们的精彩演出不断地将晚会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最终，吴儒磊获得民族美声组一等奖，
符桂燕获得原生态组一等奖，王玉婷获得通俗流
行组一等奖。

定安琼剧辅导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定城6月21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6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定安县旅文局获悉，为让琼剧艺术更好的得到传
承和发展，该县举办了2019年定安县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琼剧）辅导员培训班，对全县36名中小
学音乐教师进行培训。

据介绍，培训班邀请了多位海南省优秀琼剧
专家现场教学，通过集中授课和动作训练等形式，
围绕琼剧板腔、经典唱腔及舞台表演等基础知识
进行培训。参训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们非常认真，
做好每一课的笔记，跟着老师反复练习动作。

我省举办
体育赛事运营培训班
助力海南赛事向“四化”发展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为推动
海南体育赛事发展，培养海南体育赛事组织与运
营专业人才队伍，由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主办的
2019年海南省体育赛事组织与运营培训班近日
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省内近200名社
会体育赛事人员和在校学生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的授课讲师是海南体育赛事人才
培训项目顾问、原北京体育大学体育MBA创建
人之一的李军和他带领的体育经营管理实战型师
资团队。

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省体
育赛事中心本着打基础、谋长远的定位，通过举办
培训班和比赛的方式，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专业赛
事运营管理人才，助力海南体育赛事向市场化、品
牌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
纪人周静、北京体育大学MBA张庆讲师和首都
体育学院霍建新教授分别讲授了体育赛事人如何
高效沟通、什么是体育赛事营销与活动策划、体育
赛事如何运作管理等课程。

此外，省内几名体育赛事资深管理者围绕着
“海南体育赛事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进行了精彩
的座谈和分享。座谈嘉宾通过品牌赛事的运作、
省赛事中心的赛事方向、创新和变革，以及省政府
的政策方向和赛事扶持等话题展开讨论。在与赛
事体育界的“大咖”近距离接触和交流中，学员对
省体育赛事的前景有了更好的了解。

张筠作品展在海口开展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韦茂金）20日上午，“张筠绘画作品展”在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晓琳展览馆开展。这
是海南青年艺术家张筠举办的首个个展，展出了
她近年创作的优秀作品61件，包括油画、水彩画、
岩彩画、版画等。

走进展馆，一幅4米长的四联画《听海》首先
映入眼帘。画面中，海面恢宏开阔，用色明亮，
岩石成群连片，造型硬朗，表现出了女性画家少
有的热烈奔放。长期以来，“海”成了张筠画作中
的主角之一，因为海有性格，经艺术提炼后仍具强
大魄力，这也浸透着张筠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体验
和思考。

十几年前，张筠从河北唐山来到海南，如今是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事美术教育10年。除
油画外，还兼攻版画、岩彩画等。

对该展览，海南著名画家王家儒认为，这次展
览的内容十分丰富，展现了一位女性画家从一个
花季少女单纯地理解世界，到一个成熟女性多维
地认识世界的过程。“我觉得这次展览最让人惊艳
的是《孖仔小熊玩具系列》，她过去画风景，如今画
玩偶，这是成为母亲后才有的一种童心，是一种转
型，也是一种回归，回归童真。”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
海南大学、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海南省青年美术家
协会协办。展期为6月20日至26日。

⬅图为海经贸队在比赛中。

⬆图为海师大队在比赛中。
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