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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最前线

2013 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和江苏
省人民政府在常州签订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示范区共建协议。以此为契机，
近年来我市青少年体育培训体系创新
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并逐渐形成体校
为主导，基层训练点多网点结合的青
少年业余体育培训新模式。

在新模式的引领下，由市少体校
主导的常州乒乓球项目取得不断突
破，建立起全面而完善的长效机制，帮
助学生、学校、运动队在探索中成长，
成为常州青少年业余体育培训变革之
路上的成功样本。

既是运动员，更是学生
在刚刚结束的 2017 年江苏省青

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来自市少体校
乒乓球队的小将朱永琪获得 11 岁组
女单金牌，这是她继前不久的省少年
儿童乒乓球冠军赛总决赛后，拿到的
第二个省比赛冠军。

体育生一定成绩差？这个长期以
来的固有思维在朱永琪身上被打破。
去年9月，朱永琪因为出色的表现和突
出的潜力被选入省体校，在此之前，她
在西横街小学担任多年班长。兼具“冠
军球手”和“少女学霸”的双重身份，朱
永琪却认为一切都“很寻常”，秘诀不过
是专心专注，以及合理的时间分配。

事实上，常州像朱永琪一样打球、
学业两不误的学生不在少数。在市教
育局、市体育局的支持下，市少体校将
全市多所重点中小学纳入基层训练点
布点范围，星辰实验学校、兰陵小学、
湖塘桥实小、市实验初中、24 中、田家
炳高中、省前黄高中、省常中等，都为
乒乓球特长生开设了专门的招生通
道。学校明确，乒乓球特长生不是专
业运动员，文化学习为主课，乒乓球训
练则利用体育课和课余时间来进行。

由此，少体校主导的乒乓球青少
年业余培训，形成了从小学、初中到高
中的一条龙完整教育衔接。而球打得
好、学业也没落下的乒乓特长生们，在
升学、就业的道路上也就有了更多的
倚仗。

正是看到了打球、练球的诸多优

点，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放下成见和顾
虑，支持和鼓励孩子加入到业余培训
中。星辰实验学校 13 岁的钱志君在
省锦标赛上收获一枚铜牌，比赛中他
多次打败省队选手，并在“庄则栋杯”
全国少儿乒乓球比赛中以不败战绩夺
得男子乙组单打冠军，展现了优秀的
球技。而赛场外，身为三好学生的他，
为了不让学习进度落后，更是将作业
随身携带至赛区。“去外地比赛，他的
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料理，想象一下，我
既心疼又骄傲。”钱志君的父母对于儿
子参加校乒乓球队，从最初的举棋不
定到现在的万分庆幸：孩子在比赛中
学会了团结合作，学会了拼搏和竞争，
生活自理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教体并重，一举多得
“我来挑战你！”随着一声响亮的

宣战，一场大战在“乒乒乓乓”声中拉
开帷幕，横推、反拉、扣杀、削球、挑球
⋯⋯双方你来我往，十八般球艺尽情
施展。擂台挑战赛、全校班级联赛、亲
子乒乓球赛、颠球王大赛，一支球拍、
一个课间、四大赛事，人人皆可挑战，
自由享受乒乓，持续了十多年的乒乓
节传统，在兰陵小学的校园里依旧焕
发着勃勃的生机。

1993 年起，兰陵小学因地制宜办
起了乒乓球运动项目，走上了追求乒乓
特色发展之路。作为省级乒乓球传统
学校，现在的兰陵小学随处可见乒乓球
的“身影”——学校门厅树立着乒乓雕
塑，墙上挂着原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的
题词，室内乒乓馆内，布满了身手矫健
的小球员。

“我们把乒乓文化普及到校园，让
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国球的魅力。”兰陵

小学乒乓球队主教练刘一帆说，乒乓
已经成为了兰小的校园文化，每个学
生都能学习乒乓技能，进而热爱乒乓
球运动。

除了乒乓节以外，兰陵小学还将
乒乓球纳入校本课程，并且设置了专
门的乒乓课程：适用于全民健身的普
及课程、为乒乓班设计的基础课程、学
校乒乓球队的专业课程，循序渐进，难
度和专业程度不断提升。另外，学校
还自主编纂了乒乓球教材，正在全校
范围内试用，日后还将考虑出版发行。

近年来，乒乓球和青少年乒乓球
培训正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青睐和推
崇，这不仅有赖于国球广泛而扎实的
群众基础，还因为学校确实能从其中
获益良多。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是常
州另一所省级乒乓球传统学校，在学
校 2006-2016 年校乒乓球队高考录
取名单上，众多名校赫然在目：潘悦-
武汉大学、周启曜-中国人民大学、钱
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蔡楠男-新加
坡国立大学、陈乐涵-美国迈阿密大
学⋯⋯“我们乒乓球队学生，历年高考
录取率是 100%。”校长陆一平自豪地
说，学校的乒乓球培训契合了“一校一
品”办学要求，树立了体育品牌，提升
了学校业余队专业水平，有助于校运
动队在各类省级和全国比赛中获得荣
誉，同时提供了面向社会大众宣传星
辰实验的好机会。如此一举多得之
事，自然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

深入基层，为业余培训
指引方向

“来，再吃一口，再一口，啊，啊。”
饭菜被夹成恰好的一小口，满怀期待
地送到孩子嘴边，哄了好久孩子的注

意力才从手指上回来，张开金口“啊”
地吃下，胖嘟嘟的小脸瞬间鼓成一个
球。

星辰实验学校的食堂里，这样温
馨的一幕发生在校乒乓球队教练蒋华
和他年仅4岁的小队员之间。

2003年6月10日，常州市乒乓球
训练管理中心在星辰实验学校成立，
校乒乓球队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经过
14 年探索和发展，球队现有教练员 9
人，队员 70 余人，连续三年夺得省少
儿乒乓球传统校和俱乐部比赛团体冠
军，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三。学
校 700 平米的乒乓球馆门口张贴着

“校乒乓队特长生训练与竞赛积分奖
惩暂行办法”：参加各级政府计划性比
赛积 500 分；竞赛成绩按赛事级别和
名次获得相应积分；日常训练一小时
积 1 分；竞训违纪根据情节扣除相应
积分。公开透明的奖惩制度给队员们
拼搏的动力，也为队内良性竞争带来
益处。

“过去全市乒乓球培训大部分集
中于市少体校，距离较远的孩子每天
奔波于家、学校、少体校之间，大量时
间浪费在路上。而市区外的地区和乡
镇，少体校也鞭长莫及，以致大量优秀
乒乓人才流失。”忆及过去，常州市少
体校乒管中心主任兼星辰实验学校乒
乓队总教练翟春雨很是感慨，而大量
基层训练点的建立，让人才挖掘、培养
的压力分散至各校运动队，不仅破除
了场地限制，深入了基层，还最大限度
扩大了选材面。

而市少体校作为主导者，在全市
青少年业余乒乓培训新模式的探索
中，肩负管理扎口的重任。首先市少
体校为部分校运动队派遣经验丰富的

教练员，定期沟通，加强教练员间的竞
争。对于满足条件的运动队，少体校
还给予参赛奖金、运动员补贴等经费
支持。而运动员参加省级以上赛事的
注册、报名、保险和健康体检等，也由

少体校统一负责。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省

级比赛前，我们会组织全市选拔赛，名列
前茅者才能获得参赛资格。”市少体校乒
乓球队教练赵丹介绍说，正是因为有着
这样一套完善、透明的运动员管理、选拔
和保障机制，常州的青少年业余乒乓球
培训与技术水平才能一直呈现向上的积
极态势。

据悉，近年来我市共向省体工队、八
一体工队输送乒乓球运动员 6 人，向省
体校输送约17人，向全国一本重点大学
输送近60人。

谢秋萍/文 王建/摄

市少体校：

打造青少年乒乓球培训新模式

8 月 21 日下午，江苏省体育局局
长陈刚、副局长王伟中、常州市副市长
方国强一行，来到位于南京工业大学
校内的垒球训练基地，看望慰问了正
在全力备战全运会的江苏女子垒球
队。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芮鸿岩、
校长乔旭、副校长崔益虎等陪同观看
了训练。

江苏女垒始建于2002年，与其他
省市相比组建较晚，且面临着无场地、
无器材、无人员的零起点局面，走过了
非常艰难的一段岁月。随着全队的共
同努力，2005年江苏女垒实现了全运
会第六名的目标。2013年，伴随着江
苏省体育局、南京工业大学与常州市
体育局合作的省、市、校联办机制的有
效建立，江苏女垒夺得了第十二届全
运会冠军。近年来，在“体教结合，省
队校办”的体制下，江苏女垒逐步成为
了中国垒球界公认的强队。从 2014
到 2017 年，江苏队包揽了包括冠军
杯、青年赛、锦标赛在内的重要赛事冠
军，连续四年实现大满贯。

在本届全运会预赛中，江苏队作
为卫冕冠军一路过关斩将，发挥出色，
以全胜的战绩占据了预赛榜首。但就
在赛后，总局为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
会，实现冲金目标，组建了女垒国家队
出征美国垒球职业联赛 2017 赛季。
江苏队共计 9 名成员入选，而其中 7
名都是本届全运阵容的主力。69 天
的时间里，队员们辗转奔波打了近 50
场比赛，几乎没有系统训练的时间，直
到本月12日晚十点多才回归大部队，
队员们需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克服
倒时差、恢复体力、提升技术等多方面
的障碍。明白这条卫冕之路不会一帆
风顺，但全队势在夺金的决心从不曾
动摇，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大家

都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

艰辛刻苦的技术训练
在训练场边始终可以看到一个身形

挺拔，皮肤晒得黝黑，戴着一顶写着江苏
拼音缩写“JS”帽子的人，他就是球队的
主教练宋秋元，常年打球练出的一身肌
肉曲线让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已经
62岁了。

本已经退休的他接受返聘依旧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悉心陪伴队伍走完本
次全运周期。早在去年年底，宋教练就
用心制定了决赛前每个阶段的任务与目
标，并将其做成展板贴在会议室的墙壁
上时刻提醒全员。同时在每天训练开始
前，会对着提板仔细讲解亲手书写的每

日计划。且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都会
在场边指导大家，并且与助理教练轮流
上阵发球，亲自配合队员们训练。

为了应对赴美集训所带来的身体、
技术状况均不佳的问题，队员们积极按
照宋教练的指导方针进行特殊训练：一
方面加强体能的补充展开针对性训练，
同时有效增加实战性的训练。

尽管顶着炎炎的烈日，姑娘们依旧
裹着里长外短两层训练服，一丝不苟地
展开长达 7—8 小时一天的备战训练。
无论何时每个人的脸上总挂满着汗水，
经常由于全身湿透半天就要换 2-3 次
衣服。由于带着防晒墨镜的原因，好几
个人晒成了“熊猫眼”。

这么辛苦的训练状态下，结束了白

天的训练之后大家没有休息，而是在队
长带领下，围坐在会议室的电视机前，看
其他竞争队伍预赛中的比赛视频，一起
交流学习做笔记。

细致有效的医疗保障
除了两位教练，还有一个人一直在

场上娴熟地做着抛球等动作辅助队员们
训练，这个人名叫章如彦，而他的身份是
江苏女垒的队医。自2010年入队以来，
章如彦已经陪伴球队走过了 8 个年头，
他说：“对我而言，彼此长时间的朝夕相
处已经产生了非常浓厚的感情，队里的
每一个姑娘都像我的亲姐妹一样。”

为了帮助队员们健康备战，减少伤
病，章如彦白天在场上配合队员们训练，
并认真制定计划带领大家进行一周不少
于两次的体能训练，晚上为队员进行按摩
与诊疗。为全力支持江苏女垒备战本次
比赛，省局还在近期特意派来一位经验丰
富、技法娴熟的康复医师，帮助与配合章
如彦一同展开赛前的医疗保障工作。

全面到位的后勤服务
今年50多岁的刘峰是江苏女垒的副

领队，他与宋教练一起陪伴球队从创建到
如今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在队里，他就
像一个“大管家”，备战期间大大小小的繁
琐事，衣食住行，事无巨细，他都会替大家
妥善安排。决赛还没开始，他便抽空亲自
赶赴了一趟天津，为团队打前战，确保队
伍后期出行参赛的顺利进行。

省局为了有效保障队员们每日饮食
的质量，特意调派了省体育训练基地的
厨师梁世斌跟队，从四月的预赛阶段开
始，全面负责队伍的一日三餐。梁师傅
每天配合着队员的训练时间，为大家准
备可口的饭菜，从食材的选择到营养的
均衡都非常考究。 徐欢 黄志远 王建

省、市、校联办

江苏女垒踏上全运卫冕之路 英锦赛
布莱克浦 VS 维冈竞技
开赛时间：08-30 2:00
周三凌晨英锦赛小组赛首轮赛

事全面开打，布莱克浦是英甲新赛
季的升班马，显然实力一般的他们
对强度较高的联赛有点水土不服，
开赛至今的 4 轮联赛里，球队仅靠
主场作战的优势而收获胜绩，其余
均以失分告终，而漏洞明显的后防
线是他们的软肋之一，本轮迎战维
冈竞技，布莱克浦追求稳打稳扎;维
冈竞技是昔日的英超“老油条”，但
由于经营不善的缘故，球队上赛季
从英冠降班至英甲联赛，但习惯在
高级别联赛打拼的他们在英甲可谓
如鱼得水，现时维冈竞技正以3胜1
平的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次席，其
5 场比赛打进 10 的进攻端是球队
抢分的关键。

初盘仅为今场比赛开出平手
盘，考虑到布莱克浦正处于主场连
胜势头中却无法做出让步，其用意
不言而喻，受注后主队水位虽然稳
居中低水范畴，但初开趋高的主胜
数值则继续有上调动作，暗涌味道
十足，再看回两队近 6 次的交手表
现，维冈竞技以 5 胜 1 负的碾压战
绩占据上风。

比分推荐：1-2，1-1
竞彩胜平负推荐：0，1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0

亚预赛
阿联酋 VS 沙特阿拉伯
开赛时间：08-30 0：30
周三凌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先打

一场，阿联酋上轮预选赛是挑战泰国，
球队虽然身处客场，但却掌握着 61%
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也要优于对手，然
而结果却是在补时读秒才勉强扳平泰
国，要知道泰国已提前无缘出线名额，
无欲无求，目前阿联酋积 10 分排在 B
组第 4 位，在小组赛还剩最后两轮的
情况下，与身前的沙特、澳大利亚均有
6 分差距;沙特阿拉伯则在上轮世预
赛中不敌澳大利亚，错失这关键 3 分
也使得澳大利亚已在积分榜上追平自
己，球队出线形势受到威胁，而为了重
新掌握出线主动权，本轮比赛对沙特
阿拉伯来说可谓非胜不可，战意高昂。

盘口为沙特阿拉伯做出平/半的
让步，搭载中水区间浮动，后市上盘
水位骤降至超低水利好范畴，进一步
突显了客队实力，而欧赔客胜指数则
持续下跌，结合现时的数据走势，市
场对客队打出信心十足，而且沙特阿
拉伯堪称是阿联酋的克星，在双方近
8 次交手里，沙特打得了 7 胜 1 平的
不败战绩，心理与实力都占尽上风，
今场比赛的 3 分有关生死，客队值得
信赖。

比分推荐：1-2，0-2
竞彩胜平负推荐：0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0

本报讯 8 月 27 日上午，由市
游泳运动协会主办、常州青奥体育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7 年
常州市民金海豚游泳达标公益检测
活动在清潭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
来自我市市区多个小学、初中的小
运动员及部分成年游泳爱好者共
53 人 分 别 参 加 了 50M 自 由 泳 、
50M 蛙泳项目的检测，市泳协邀请
了含国家级裁判在内的游泳专家 8
人参加了本次测试，全程严格参照
国家游泳赛事标准执行。

1 个多小时的检测赛程在运动
员们的水中奋力拼搏和现场家长们
的呐喊加油声中结束。今年报名参
赛的各年龄组游泳爱好者测试成绩

明显好于往年，其中达到金海豚最高
标准的 45 人，比例高达 84.91%，尤其
是参加测试的市民全部达到全国游泳
锻炼等各等级海豚的标准，达标率
100%。

2011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
《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准》，根据年龄
和性别达标人群分为小学生组、中学
生组、成年女子组和成年男子组四个
组别，每个组别都有各自相应的五个
等级，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分为：一级
金海豚，二级银海豚，三级粉海豚，四
级绿海豚，五级蓝海豚。参与者选择
自由泳、蛙泳、仰泳或蝶泳中任意一种
泳姿在规定时间内游完 50 米规定距
离，即可确定相应达标等级。（小花）

金海豚游泳达标公益检测活动举行

见证东风日产骐达 12 周年——
千人瑜伽公益挑战活动，27 日在青枫
公园南广场举行。活动由钟楼区教育
文体局主办，中天汽车集团和青枫公
园承办，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在瑜伽教练的指导下，大家学习
骐达十二式，体验瑜伽的乐趣。在单
人与双人挑战赛中，对于难度与默契
的考验，大家发挥得都很出色。图为
航拍活动全景。

张浩 晋松 卫强 魏作洪 刘克林
文/摄

千人瑜伽
公益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