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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女足U13、U14队员在进行一对一对抗训练。

施廷懋因伤退出全运会
女子三米板单人比赛

江西足球活力四射
李 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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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综合性体育盛会全运会将在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正式开幕。作为我国首个西部地区
的全运会东道主，陕西省已经做好准备，正
翘首期待15日全运会开幕式那个光荣的时
间节点，期待着中国体育在三秦大地上树
立新标杆，书写新辉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全运会的
场馆建设一度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关键
时刻，赛事组织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效
率、抢工期、赶进度，确保 53个新建或改造
的场馆全部按期完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全运速度”和“全运奇迹”。

在西安，中欧班列“长安号”及时从意
大利运回12000平方米物料，助力西安奥体
中心体育场建设；西北大学科学管控800名
工人同时施工，成功抢回三个月的工期。
如今，伴随着参与提前开赛项目的运动员
和观众们不绝于耳的称赞，这些高大上的
场馆和其背后所蕴藏的故事，已成为镌刻
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印记。

作为东京奥运会后我国第一项综合性
体育大赛，在疫情背景下，十四运会成为海
内外观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疫情防控成
效的一扇窗口。为保障“简约、安全、精彩”
办赛，组委会对运动员、媒体记者等涉赛人
员实施封闭式管理，并要求观众在进场观
赛时提供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人们对这些防疫规定表示支持和理解，西
安市甚至在没有一例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的情况下，在一些区域进行全员核
酸检测。中华民族坚强团结、自强不息的
精神，体现在赛场内外的每个角落。

随着开幕式不断临近，“长安花”含苞
待放，准备拥抱九州宾客，“长安鼎”流光溢彩，正在笑迎四海
健儿。全民全运，同心同行。我们坚信，中国体育又将在这
金秋时节写下浓墨重彩的精妙篇章，全民健身事业又将迎来
一段令人难忘的光辉岁月。 （据新华社西安电）

今年以来，萍乡市体校共输送了 9名
青少年球员到国字号集训队，打破了萍乡
市在青少年体育竞技项目输送足球高水
平运动员人数最多、规格最大的纪录。

7月15日，中国足协《2020年中国省市足
球发展健康指数报告》显示，江西省足球发
展健康指数位列全国第六、中部地区第一。

今年，我省首次出现全组别 4支足球
代表队出征全运会预选赛。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个个闪亮的数
字，让人看到了江西足球正在砥砺奋进、勇
攀高峰，活力四射的江西足球呼之欲出。

一批批孩子涌入国字号集训队
“用你身体部位护好球”“防守队员尽

量绕前防守”……8月27日，在萍乡市体育
中心足球场上，多组 13岁、14岁女孩在进
行一对一对抗训练，教练刘勇在一旁指
导，及时矫正她们的技术动作。这些队员
里，有刚刚从 2021 年全国女足 U13、U14
集训队回来的成员。

2020年，萍乡市体校正式与省足协共
建了省U系列女子足球队，并在全省招募
好苗子加以培养。2021年以来，萍乡市体
校共输送了9名青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字号
集训队。此外，李思彤、欧阳玉环入选了
U17国家女足集训队，柳紫霞、肖嘉艺入选

了全国U14女子足球精英训练营，何雅男
进入校园足球国家队高中女子乙组……

谈及在国家精英训练营的生活，肖嘉
艺很有感触：“我们的每一次训练和比赛，
教练都会剪辑成视频录像再回放给大家
看，并指出我们的不足。在集训队里的日
子，对我们今后的成长特别有帮助。”肖嘉
艺说，她被教练指出的缺点是不敢大胆发
挥，不够自信，如今有了很大改善。这些
前往集训的女孩都收获满满，对团结拼
搏、永不放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015年萍乡组建女足，刚开始我们把
好苗子送出去学习。这几年涌现出了一批
人才，年龄小的孩子进入国字号集训队、精
英训练营，13岁队员黄赣萍在训练营中还
得到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的肯定。还有一
些队员考入了北京师大、暨南大学等名校，
这正是体教融合的结果。”刘勇说。

从地方足球成果看江西足球
萍乡足协去年年底完成换届，在换届

后的大半年时间，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和历史性的成绩：获得足协杯青少年女子
U15冠军、U13亚军，芦溪县群众项目五人
制足球代表江西进入全运会八强；此外，
开展了多期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班，还举
办了多期校园足球的夏令营和冬令营活

动。另一方面，协会通过运动员选拔管理
办法，整合多支俱乐部选拔优秀足球人才
参加全省比赛。这改变了以往俱乐部各
自为政、优秀足球人才无法集中的弊端。

“小地方，大梦想。180万人口的萍乡
市无法与南昌市、赣州市相比，我们要挖
掘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通过青少年女足优
势这个点带动全市青训这根线，再由青训
这根线带动全市足球发展这个面。找准
定位就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努力。”萍乡足
协主席刘勇说。

无独有偶。定南亦成为地市足球发
展的成功典范。小县定南已成为首批全国
县域足球典型。全县22万人口已规划建设
足球场地24块，超额完成2025年全国足球
场地建设中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 1块的目
标。2021年，以定南队员为主力的
赣州队在男子 U10和女子 U10年
龄段省级比赛中以绝对优势夺冠。

从全省数据看足球发展
地方足球的变化，从侧面反映

出整个江西足球的变革。2017年
新一届省足协成功换届。换届后，
省足协各项工作在省体育局的指
导下陆续开展，而全省足球数据也
在此背景下屡创新高。在竞赛上，

2020年江西省足球“两赛”更是创造了813
队次、14169人次、110组别次和 2000场次
的比赛数据。

在人才建设上，省足协不断推进培训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优质化。据了
解，从 2017年 7月至 2020年 12月底，省足
协共举办承办教练员培训班 161期，培养
教练员5075人次；举办承办裁判员培训班
50 期，培养裁判员 1703 人次。从 2019 年
开始，启动“双百精英人才”培养计划，面
向全省遴选、培养优秀的教练员和裁判员
各100名。

在场地建设上，对照我省“十三五”社
会足球场地建设 800 块指导目标，截至
2020年底，我省共有社会足球场地1017块
（11 人制 251 块、7 人制 195 块、5 人制 512
块、其他制式 59块），校园球场 1879块，超
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 0.5 块”的标准，
完成率达112%。

从全国成绩看江西足改
7月15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0年中

国省市足球发展健康指数报告》。
报告显示，江西省以 44.5的评分位列

31省（自治区）的第六位，位列中部地区第
一位。

在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阶段
名额分配中，江西凭借江西足球“两赛”的
优异数据，从中国足协46家会员协会中脱
颖而出，成为全国20个同时获得两个组别
总决赛名额的省份之一。

回首“十三五”，江西省足球改革发展
事业虽取得长足进步，但距离一线足球强
省、强市仍有不小差距，仍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我省社会足球场地运营管理明显滞
后、青训队伍男女比例失衡、青少年女子足
球发展缓慢、大年龄段球员缺失等。

“江西足球有进步，也面临亟待解决的
问题，但未来可期。”省足协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照中国足协《2020年中国省市足球发
展健康指数报告》，江西省“十四五”新时期
的足球改革发展目标更加明晰。

▲9月12日，张帅（左）/斯托瑟在
颁奖仪式上。当日，在2021美网女双
决赛中，张帅（中国）/斯托瑟（澳大利
亚）以2∶1战胜美国组合高芙/麦克纳
利，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郭 克摄）

▶9 月 12 日，梅德韦杰夫在颁奖
仪式上。当日，在2021美网男单决赛
中，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以 3∶0 战
胜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获得冠
军。 新华社发（郭 克摄）

美
网
捧
杯

9月 12日晚，在南昌市洛克公园王府井店内，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来参加篮球集训营，既锻炼身体，又丰富了孩子的
生活。 （蔡铖歌摄)

据新华社重庆 9 月 13
日电 （记者伍鲲鹏）第十四
届全运会重庆体育代表团
13 日宣布，因腰肌严重拉
伤，东京奥运会女子三米板
双料冠军施廷懋退出全运
会跳水女子三米板单人项
目比赛。

据介绍，施廷懋的伤势
是在 9 月 10 日女子三米板
双 人 决 赛 中 完 成 第 四 跳
305B 时的动作失误所直接
导致的。

一个月前的东京奥运
会上，施廷懋蝉联奥运会女

子三米板单人、双人冠军。
奥运会结束后，施廷懋回国
隔离期满便立即投入高强
度恢复训练。由于身体消
耗过大，这次受伤令她腰椎
旧伤复发，短期内难以康复
并完成后续比赛，后经多方
沟通决定退出全运会女子
三米板单人项目比赛。

出生于 1991 年的施廷
懋已夺得四个亚运会冠军、
六个世界杯冠军、七个世锦
赛冠军、四枚奥运金牌，连
续五年被国际泳联评为“年
度最佳跳水运动员”。

9 月 12 日，西班牙人队球员卡莱罗（左）、奥斯卡·希尔
（中）与马德里竞技队球员苏亚雷斯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2021-2022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比赛中，马竞客
场以2∶1战胜西班牙人队。 新华社发（胡安·戈萨摄）

9月12日，利物浦队球员萨拉赫在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 2021-2022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比赛中，利物

浦队客场以3∶0战胜利兹联队。 新华社发（洛克莱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