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史金明

体 育

近年来，贵州省石阡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两加一推”主基调，深入实施“兴工富县”战略，经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定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发展工业。即：县内兴办一批以石材、矿泉水、苔茶等为代

表的资源型工业；县外充分借助大龙开发区工业要素集聚、交通便捷等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兴办飞地工业。 2012年 8月，石阡县人民政府与大龙开发区签订了《石阡产业园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大龙开

发区内规划 10平方公里土地共建大龙石阡飞地产业园，园区已于 2013年破土动工，首期规划 4088亩作为石阡飞地产业园的核心区，在核心区完成征地 1360亩，场平 1060亩，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1亿元，

建成标准化厂房 14.3万平方米(其中政府投资建设 5.48万平方米)，建成职工保障性住房 600套。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石阡飞地产业园按照“严把关、引新型”的总体要求，

合理构建园区产业结构。具体而言，“严把关”就是对污染

破坏型企业严格把控准入标准，从而杜绝飞地园区在经济发

展上走弯路、走错路。“引新型”就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外

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企业实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筛

选准入。现阶段园区产业结构主要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

导，服装纺织、交通安全设备制造、印刷包装等产业为辅。

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园建设发展路子，着力打造科学产业结构

发展模式，促使飞地产业园经济又好又快的向前发展。

石阡飞地产业园秉持着“筑巢引凤、园海待龙”的原则，集省、

市、县和大龙开发区招商引资政策为一体，以组团招商、小分队招

商和委托招商等多种方式，多批次组织队伍赴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川、鲁、粤等地，大力宣传石阡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资源特色。

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累计签约项目 28个，签

约资金 60.6亿元，签约企业中 15户入驻园区，其中 9户已正式投

产达产。规模以上企业 7户，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

值 5.9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1.4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

2018年 6月底又有 4户新增企业投产。

石阡飞地产业园位于“黔东门户、荆楚咽喉”的大龙镇，地处西

南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结合部，是贵州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的“桥头

堡”和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因此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石阡

产业园依托湘黔铁路、株六复线、沪昆高速公路、320国道、201省

道、铜大高速公路和沪昆高铁客运专线等优势条件，3分钟可上高

速，10分钟可乘高铁，1小时内可达铜仁凤凰机场、怀化芷江机场。

不仅如此，大龙火车站更是湘黔铁路、株六复线贵州段三大货运站

之一，拥有 5条铁路专线，是黔东、湘西主要的区域物流货运场站。

因此，石阡飞地产业园在这个东进西接、北上南下的大交通网中，定

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优势条件。

大龙石阡飞地产业园 园区内的贵州众康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园区鸟瞰图

新华社长沙 7 月 5 日电(记者周勉、程
济安)在对阵阿根廷队时青春无敌的姆巴
佩，一度领先“红魔”比利时队两球的近邻
日本队，当“别人的世界杯”让中国球迷羡
慕嫉妒恨的时候，一群足球少年正带着希
望悄然启程。

7 月 20 日，第七届“北京杯”国际中学
生足球赛将在人大附中开幕。我国今年首
次组建 U14 年龄组参赛，队员来自全国
10 所中学的 18 名中学生，其中湖南省长
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有 4 人入选。近日，
记者走进这所融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
公办学校，去这所拥有 8000 余名学生的学
校探寻其发展校园足球的“秘诀”。

下午 5 点，杨尚宇和队友们开始在教
练带领下进行抢圈训练。20 平方米不到的
范围内，十几个孩子全都一脚出球竟鲜有
失误，扎实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训练结束
后，大家进行了 20 分钟实战比赛。“教练要
求我们把每天的训练内容都运用到比赛中
去。”杨尚宇告诉记者，对于两周后与来自
西班牙、俄罗斯和日本的同龄人的比赛，他
充满信心。

麓山国际这次入选的球员人数在 10
所学校里排名第二，且本身就是一支实力
超群的球队。在校内经常旁听体育、美术、
音乐课，对球队建设全力支持的校长邓智
刚，每逢重大赛事总是力争赶到现场鼓劲
加油。他向记者介绍，学校不仅是去年全国
校园足球联赛和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
双冠王，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去年的亚洲中
学生男子足球锦标赛和泛太平洋地区中学
生运动会。

一段麓山国际参加足球特色学校汇演
的团体操视频让人震撼。画面中，竟有数百
名男女学生同时表演带球过人。副校长彭
云介绍，学校形成了完善的全员参与和特
长选拔相结合的机制。“课间半小时、课后
第八节保证每个想踢球的学生天天有球踢。如果是以此为特长的
‘进阶’学生，我们则保证他们每天三小时的训练。”

据了解，学校的足球课程分为三类：基础课程，重在推广普及；
活动课程，重在激发兴趣；拓展课程，则重在培养优秀足球苗子。

在总教练黄又青看来，麓山国际的强劲实力也得益于学校“专
业事交给专业人”的理念。“凡是和足球有关的，学校都全权交给教
练负责。教练团队全是科班出身，不仅有一名职业梯队的教练，全
省仅有的两名足球 A 级教练，其中一名就在我们学校。”黄又青介
绍，学校还和曼城等俱乐部建立了青训合作，而每名教练每年还会
前往欧洲学习数月。

但最关键的，还是学校要求孩子们必须成为“新三好学生”：在
“踢好球”之前，首先得“做好人、读好书”。与杨尚宇一起入选的廖
玺平时学习成绩排名班级前 20。他告诉记者，每次出去比赛，教练
都会要求大家带上学习用品，如果学习成绩出现下滑，哪怕是绝对
主力都会遭到停训处罚。

尽管因为超龄无法参加此次“北京杯”，但初三 23 班的王子宸
却是大家公认的“新三好学生”典范。在刚刚过去的中考中取得了
6A 成绩的他，对足球的理解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程度。

“姆巴佩对阿根廷的比赛造成点球的那次长途奔袭，除了速度
快，还因为他的带球路线选择很好，体现了他超强的空间感。”偶像
是内马尔、场上位置是左前卫的王子宸对于自己的不足也有清醒
认识，“我的最大毛病是喜欢粘球，团队配合意识还要提高。”

孩子们的表现令人欣喜、学校的科学重视让人欣慰。自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以
来，更多孩子像麓山国际的小球员一样已经踏上了追寻足球梦想
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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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5 日电俄罗斯世界
杯提前出局，德国队主教练勒夫仍将继续留
任，而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则面临换帅的可
能。

尽管世界杯小组赛卫冕冠军爆冷出局令
人唏嘘，但勒夫认为这是个意外，他仍决定继
续留任德国队主教练。毕竟，在俄罗斯已经被
淘汰的 24 支球队中有 15 支面临教练调整的
问题。

前世界冠军西班牙队表示，他们将在三
周内对主教练耶罗的去留做出决定。在阿根
廷，主帅桑保利能否留下尚不明确，他们的
全民偶像马拉多纳声称要无偿执教阿根廷
队。

率领日本队打入十六强的主教练西野朗
将于 7 月底卸任，那场被比利时队 3：2 逆转
的比赛让日本队难以释怀。有报道称，前德国
队主帅克林斯曼有可能接过日本队帅印。

勒夫曾是克林斯曼执教德国队时的助
理，2006 年接过主帅教鞭，先后率队参加了
2008 年欧锦赛、2010 年世界杯、2012 年欧锦
赛以及 2014 年世界杯，并且在 2014 年巴西
世界杯上，帮助“德国战车”时隔 24 年再度问
鼎。然而他们却在俄罗斯经历了失利。

“我依然感到巨大的失望，但我现在愿意
全身心投入到球队重建当中。”勒夫说，他与
德国足协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期限至 2022
年。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在俄
罗斯世界杯止步十六强后，面临换帅的艰难
抉择。

世界杯开赛前不久，原西班牙队主帅洛

佩特吉“叛逃”皇马，西班牙足协临阵解雇国
家队主帅，并宣布足球名宿耶罗走马上任。作
为球员，耶罗无论是在皇马还是国家队都战
绩赫赫，但作为球队主帅，他还没有足够的成
绩来证明自己。

正如耶罗所忧，“斗牛士军团”并没有在
俄罗斯大放异彩。“我接受教练的职责……我
把我的名声放在那里，因为这份工作需要
它。”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耶罗继续留任西
班牙主帅的可能性不大。

相对来说，阿根廷队的局势并不明朗。备
受争议的主帅桑保利有份直到 2022 年的合
同，他似乎不愿意如此草率地辞职。阿根廷队
似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替代他。尽管曾
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执教“蓝白军团”的马拉
多纳在委内瑞拉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声称会
“免费”回归。

墨西哥、塞尔维亚和韩国队也有可能做
出换帅改变，而尼日利亚主教练罗尔、塞内加
尔主教练西塞和摩洛哥主帅勒纳尔似乎将继
续留任。

顶级球队面临一个额外的问题：没有多
少合适的主帅候选人。众所周知的前皇马主
教练齐达内目前暂未被提及。

冰岛主教练哈尔格里姆松属于前途未卜
的那类人，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在小组赛出
局两天后就离开俄罗斯去干了一件不一样的
事情。“从世界杯回来，我们的主帅哈尔格里
姆松就在家乡韦斯特曼纳群岛的一场大型青
年足球锦标赛当起了裁判。”冰岛足协在推特
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并上传了一张哈尔格里
姆松和一群快乐的年轻人的照片。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5 日电传控足球还
能走多久？谁将是新一代的球王？

回望俄罗斯世界杯首轮淘汰赛，五点启
示仿佛正在昭告世界，新的足球时代已经到
来。

启示一：传控不能主导一切

西班牙队在第一轮淘汰赛中点球负于东
道主俄罗斯队，在 120 分钟的比赛中，西班牙
队完成了超过 1000 次传球，创造了新的世界
杯纪录。

然而，“斗牛士军团”全场取得的唯一进
球仅是一个定位球。控球仅是占有，而没有达
到进球的目的。西班牙人习惯横向寻找队友
和传球，而不是寻找空间向前突破，这使得俄
罗斯人轻易完成了对他们的防守，并将他们
拖进了点球大战。

启示二：积极付出是值得的

当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将皮球接住时，
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 30 秒。大多数守门员会
在这个时候将皮球抱在怀中，让时间一点一
点过去，以确保安全进入加时赛。

然而库尔图瓦有着不同的想法，他把皮
球传给德布劳内，后者带球长途奔袭几乎跑
完全场，而后及时分球制造杀机，最终埋伏在
球门前的沙德利一蹴而就，比利时队 3：2 绝
杀日本队。

也许此时西班牙人恍然大悟，积极的付
出是值得的。

启示三：谁是新的世界第一？

本届世界杯目前已送走了梅西和 C 罗，

这两名球员已统治世界足坛十年了。梅西
31 岁，C 罗 33 岁，本届世界杯应该向人们
展示谁将接过王者的火炬。

英格兰队长凯恩的进球和领导力让他
成为一名候选人，但是从纯粹的足球表现
来看，王者的火炬可能会倾向法国 19 岁青
年姆巴佩，他在法国队 4：3 战胜阿根廷队
的比赛中获得点球，使他成为继“球王”贝
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圈单场比赛攻
入两球的 20 岁以下球员。令人叹为观止的
爆发力和技巧，预示着他有可能成为伟大
的超级巨星。

启示四：独臂难支

阿根廷队在小组赛前两轮遭遇了灾
难，尽管他们希望在最后一轮击败尼日利
亚队之后能有所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法

国队让阿根廷队的弱点暴露无遗——— 梅西
不在状态，其他队员的实力又不足以赢得
世界杯，失败似乎不可避免。

一个伟大的球员也许可以扛起一支球
队坚持一段时间，但是与世界最好的球队
相比，现实很快会将他击垮。

启示五：破咒

点球大战 22 年不胜的阴影笼罩着英
格兰队，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哥伦比亚队
时，英格兰人破除了“魔咒”。

一些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世界的自
然秩序发生了变化。也许索斯盖特已经改
变了这个年轻的“三狮军团”的心态，队员
们带着希望来到了世界杯，而不是一直困
扰球队的恐惧。

一个新的足球时代或许已经到来。

十六强赛带来五大启示

回家的主帅们，交“印”否？

备战四分之一决赛
▲ 7 月 4 日，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在训练中。当日，法国队在莫斯科郊区训练，

备战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四分之一决赛。 新华社记者杜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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