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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贵 ”出 山 记
新华社记者王浩明
去年年底，五个贵州山区的女孩被广州市
足协选中，
走出大山，
到广州学习和训练。在广
州，她们被称为“五贵”。不久前，她们回到家
乡，代表自己的母校元宝小学夺得了“追风联
赛”西南赛区的冠军。
由山向海，
足球给“五贵”带来的，
不仅仅是
命运的转折。

胜与败
10 岁的张紫妍、11 岁的王瑞、12 岁的曾维
芳、
曾维婷和王佳月——
— 在经过广州五个多月的
学习和训练后，
“五贵”
作为球队的主力代表元宝
小学女足登上“追风联赛”
西南片区的赛场。
一路过关斩将的她们，在决赛中遇到了最
大的困难。最终，姑娘们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
扳平比分，在点球大战中击败对手，
捧得了教练
徐召伟自称“执教生涯”最重要的奖杯。
决赛中打入四球、拿到赛事“最佳射手”的
王佳月哭得最凶，年龄最小的张紫妍笑得最甜，
金光闪闪的奖杯像镜子一样照出她的两颗
门牙。
徐召伟却没有花太多时间庆祝，
连夜将“五
贵”送回了广州。第二天一早，
他又匆匆赶回贵
州，下午 2 点多已经提着给足球队买好的菜赶
回村里的学校。
元宝小学坐落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元宝
村，一个需要经过九曲十八弯才能抵达的偏远
学校。
41 岁的徐召伟 2005 年从石河子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
先去泸沽湖永宁乡支教。半年后他去
了贵州铜仁沿河县泉坝乡支教，
待了 8 年。2013
年到了元宝小学，
如今，
又一个 8 年过去了。
2017 年开始，徐召伟组建了元宝小学的
足球队，
从此自己成了一台“永动机”，
一个人负
责孩子们训练和饮食起居。
“我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在学校简陋
的食堂里，徐召伟用铁勺在一口大铁锅里搅动
着茄子片说。
为了能保证孩子的训练时间，徐召伟说服
校长同意了让球队全员住校的方案。他们把两
个教室改做宿舍，
女孩一屋，
男孩一屋。徐召伟
要对 50 多个孩子的校园寄宿生活负责。不久
前学校才多招募了一位女老师协助照料孩子的
起居。
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汉子一直酷爱足球，但
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更不知道怎
么教孩子。最初他只是到网上自学各种足球教
学课程，视频下载下来自己反复看。足球队也
没有像样的场地和装备，
“训练”，
更像是每天放
学后孩子们的一场玩耍。
很长时间以来，徐召伟不知道自己这场马
拉松式的足球赛要打多久，更不知道自己何时
能取得进球，
甚至比赛的胜利。
直到 2019 年，乡村女足扶持项目“追风计
划”启动，
徐召伟第一时间报了名。元宝女足获
得了资金、装备上的支持，
中国足协专业的教练
员培训学习也来了。
2020 年，广州市足协的到访，彻底改变了

去年年底，五个贵州山
区的女孩被广州市足协选
中，走出大山，到广州学习和
训练。 在广州，她们被称为
“五贵”。 不久前，她们回到
家乡，代表自己的母校元宝
小学夺得了“追风联赛”西南
赛区的冠军
“五贵”的命运，
在这场漫长的足球赛中，
徐召伟
已经“连下两城”。

山与海
从北纬 27 度到北纬 23 度——
— “五贵”的
移动，在地球的坐标系中或许微不足道。但从
山到海，对于她们每个人，乃至她们的家乡，都
是堪称命运大转折。
尽管这个转折看起来充满了偶然。
大方县是天河区的对口帮扶对象，2020
年的儿童节，在一所学校考察的广州天河区挂
职干部、大方县副县长戴维从球场上意外看到
了脱贫地区孩子身上难得一见的自信阳光和顽
强拼搏精神，戴维随即和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
的董事长黄盛华一拍即合。在戴维和黄盛华的
“撮合”下，同年 9 月，广州富力俱乐部首次到
访大方县。
元宝小学本地处偏远，却因为支教教师徐
召伟的坚持和支付宝“追风计划”的支持，成为
该县的足球强校。在元宝小学，富力的 2009
年龄段男足与学校女足队踢了一场友谊赛，让
远道而来的广州朋友印象深刻——
— 小姑娘们面
对专业的男队员毫无惧色，比赛结束后她们列
队站立，
迎着高原的凛冽寒风高歌一曲才作罢。
广州市足协副主席叶志彬后来听说了这个
故事后，
陡然提起了兴趣。
“我听说大方县有个学校，
几个小女孩踢得
不错，跟男孩子比都不差，
我就问能不能发点视
频给我们看，我当时想的是最好有一点吃苦耐
劳的精神来带动广州足球。
”随后叶志彬与徐召
伟建立了联系，看完对方传来的几段视频后，
他
决定自己去一趟贵州。
作为一个足球人，叶志彬更相信自己的眼
睛。他带上足协技术部负责人和女足教练赶到
大方，
看了元宝小学女足的训练和比赛。
“我们的初衷不是选择能力很强的小孩，而
是斗志强的，能够带动整个队伍拼搏精神的。
她们在球场上的野性和近乎偏执的求胜欲正是
我们想要的。
”叶志彬说。
2020 年 12 月 1 日，广州市足协选中的五
位女生抵达广州，进入广州市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伟伦体校）学习和训练。
叶志彬说，姑娘们可以在中考时选择入
读普通高中，也可以留在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读五年一贯制的大专。不管哪条路，
“保底都
能拿到大专的学历”。
“山里的孩子走出去的机会实际不多，我
觉得最开心的还是她们的父母。他们真的是
为孩子感到特别开心，这对孩子来说是一次
难得的成才机会。
”徐召伟说。
在戴维看来，平时腼腆的山区孩子们，
到
了足球场上就像切换了频道，展现出来的自
信与坚韧让人感动，也由此看到在下一代身
上实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精神面貌。
此外，在戴维的牵线搭桥下，富力俱乐
部和恒大足校先后加入了天河帮扶工作队
在大方县发起的《广黔同心足球教育帮扶
计划》，两支广州中超同城俱乐部从绿茵场
上的对手，变成了帮扶战场上的队友，为山
区的孩子们带来了场地、装备，甚至还引进
了前中超球员作为常驻山区的专业足球
教练。
在“追风计划”、广州足协和富力俱乐部
的帮助下，元宝女足的成绩突飞猛进，
由恒大
足校派驻的前中超球员教练在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学校——
— 大方天河实验学校的各年龄
段球队也组队成功。徐召伟从一名支教教师
成为签约教练，继续驻守大山深处，
专心开展
山区青训。
叶志彬说，
“五贵”能够出山最根本还是
足球说了算，而天河区对大方县的对口帮扶
是一个契机，为山区的娃娃们打开了一扇面
朝大海的窗子。

进与退
对“五贵”来说，
参加追风联赛是一次“回
家之旅”，
比赛前几天，
她们回到家乡备战，与
昔日的队友们一起训练。
徐召伟发现，五贵回来后有点“乐不思
蜀”，还在学校旁边的电线杆上写了五个大
字——
—“不想去广州”。
在她们心中，大人嘴里的“命运转折、人
生机遇”，暂时还抵不上家乡的酸汤，和放学
回家路上，
与小伙伴玩耍的自由快乐。
“五贵”在广州的教练和领队陈美宜倒是
很理解这些姑娘们的“乡愁”。
“她们才过来，
还没有经历什么。等她们
跟队友去打了比赛，在成长的过程中一起经
历了失败与成功、欢笑和泪水，
对这里会有归
属感的，
不着急。
”陈美宜说。
但徐召伟不允许她们有退路。出发去昆

明前的最后一次夜场训练前，他把“五贵”喊
到楼顶食堂开会。
“我跟紫妍说过了，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是
‘不要让我去讨厌你们’
。
”
这是一场训话。在徐召伟看来，小姑娘
们已经不小了，
应该听得进自己的话。
“不只是我。不要让广州的陈教练、蔡教
练讨厌你们。你们已经长大了，不要有天真
的想法，想回元宝小学。你们给我断了要回
来的心。你们只有一种方式回来，你们翅膀
长硬了再回来。
”徐召伟说。
“如果你们在广州只是混，
后面元宝的队
员就不会再有机会走出去了。
”他说。
徐召伟没有给自己和“五贵”留退路，他
想握紧这次难得的机会，改变更多山里孩子
的命运。然而，
叶志彬却说，
广州市足协会尊
重“五贵”的选择，哪怕她们有人中途放弃
足球。
“放弃的话，我们也考虑到，如果不踢
了后续怎么办？伟伦就有这个好处，可以
继续在伟伦，初三之后就可以读大专，读完
大专想回去也没问题。我知道过去在山
区，很多小女孩读到初中，十四五岁就开始
考虑嫁人生小孩了，我们希望她们回去能
够 树 立 一 个 形 象 ，不 要 重 复 上 一 代 的 轨
迹。”叶志彬说。
不过，
“相信自己眼睛”的叶志彬始终认
为，
“五贵”能够代表广州队在广东省运会上
大放异彩，甚至她们中的一到两个人能够进
入国家队。
“对于我来说，
带她们来广州的出发点是
‘爱才’，并不仅仅是扶贫。我觉得她们中有
一两个人应该可以走到‘国字号’，但究竟行
不行，除了自身实力之外还有很多机缘。”叶
志彬说。
对于“五贵”来说，她们曾经对翻越一
座座大山习以为常，而今天背离山岭，向着
大 海 的 方 向 进 发 ，何 尝 又 不 是 一 种 新 的
攀登。
这趟回家，张紫妍的奶奶听说她在广州
开始学英语了，让她说几句来听听，
紫妍告诉
她“买东西”就是“go shopping ”。奶奶笑得
合不拢嘴——
— 村里小学没有英语课，她之前
的同学连 26 个字母都不认识。
在徐召伟看来，
作为“领头羊”，
她们被命
运选中，
她们没有选择，
必须完成这次攀登。
而更多对走出大山仍然有一种尚未兑
现执着的孩子们来说，这种执着有了新的
方向——
— 沿着“五贵”们踏出的这条路，未
来他们人生的“进与退”可能会变得更加从
容。
新华社广州 6 月 10 日电

树立体育“三观”永远都不晚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这是 1952
年 6 月 10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毛泽东同
志的题词。69 年来，体育不断被赋予更新的内
涵和外延，
从人民身心健康到美好生活向往，
从
人的全面发展到经济社会发展，
从竞技硬实力到
文化软实力，
体育正前所未有地融入每个人的生
活，
也迫切需要每个人都建立起正确的体育“三
观”，
从我做起、
积跬步以致千里，
让体育成为个
人、
社会发展源源不绝的原生动力。
树立体育“三观”，最重要的在于真正理解
体育的意义。在体育面前，首先要收起的是功
利心。因为体育是一场伴随整个人生的超级马

拉松，
只有真正明白体育和身心健康的关联、理
解体育社交属性的润物无声、了解体育带来的
成就感和胜负观、感受体育背后巨大的精神力
量，才不会将体育加分看得比掌握一门体育技
能更重要，不会去简单思考一次锻炼能获得多
少回报，不会将跑步的目的定为一次次 PB（个
人最好成绩）……
树立体育“三观”，首先要从娃娃抓起。今
年高考，体育火了，百年前毛泽东发表的《体育
之研究》上了高考卷作文题，并成为热搜话题。
实际上，过去一年多来，体育进中考、高考已成
为全民话题，一些率先试点体育进中考的地方

也成为关注焦点。其实，中考也好、高考也
罢，指挥棒的背后是国家希望在学校里大力
推行体育教育的决心，蔡元培先生“完全人
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在百年后的今天
不仅不曾过时，
更需大力提倡。
树立体育“三观”，需要每个人的身体力
行。随着社会发展和去年以来新冠疫情带来
的理念冲击，要想有个好身体要加强体育锻
炼的观点渐渐为更多人接受，
但客观来看，
目
前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群仍是两头多、
中间少，
大批中青年缺少体育技能、
缺乏锻炼
习惯，
仍处于“知易行难”阶段。

树立体育“三观”，当然还需要讲究科
学。能不能始终坚持科学健身的理念，对体
育锻炼这班列车能否抵达健康终点至关重
要。这就要求体育部门和体育从业者能为
广大人群提供更科学、更合适的健身理念和
方法。
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体育来说，其实
没那么夸张，无论是白发苍苍，还是人到中
年，树立体育“三观”永远都不嫌迟，有了体
育“三观”，人生大考至少不会丢了健康和
快乐。
（记者王恒志）新华社南京 6 月 10 日电

（上接 1 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保障海南自
由贸易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推动海南成
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不仅对
海南意义重大，而且充分展示出我国坚定不移
全面扩大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志和决心。

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
资制度，完善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制度，
强化产
权保护，
适用专门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放
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
逐步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
入制；在税收制度方面，
按照简税制、零关税、低
税率的原则，
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时、
封关后简化税制的要求，
免征关税的情形以及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实行所得税优惠。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海南自贸港的开放
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说。
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赋予海南更
大立法权和改革自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 10
条对海南省的立法权限作出了制度设计，授权
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这是一项新的立法授权，需要不断探索。用
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应当坚持在维护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进行。
关注生态安全，着眼可持续发展。青山绿

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大的优势，
决不能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为此，
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规定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实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一票否决
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
参与立法工作的专家学者认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既要求发展，也要保根本，法律为
生态环境保护设立专章进行规定，体现出自
贸港建设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
新理念。

律制度实用、管用、好用。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
明表示，海南将全力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的学习、宣传、实施，加快建立以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
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
一体建设法治海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营
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明确，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和
实际需要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参与立
法的专家学者认为，用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法
规制定权，在立法事项上要有所取舍，
应当依
据本法，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
自由贸易港建设亟需的事项进行。
“我们正抓紧研究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
体系的
‘四梁八柱’
，
加快地方立法，
特别是做
好自由贸易港破产条例、公平竞争条例、商事
注销条例、征收征用条例等重点领域立法。”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光辉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

亮点值得关注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
点，
对国内外市场主体和个人有哪些利好？
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自由、便利”成
高频词。法律中明确，
国家在海南岛全岛设立海
南自由贸易港，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
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
序流动。
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确立“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的货物贸易监管模式，
对负面清单之
外的跨境服务贸易，按照内外一致的原则管理；

法律实施为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尽快实施，
做好配
套，有助于提升各界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信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各方将在“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下，
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将法律确定的重要原则和要求转化为可操
作、能落地、出实效的具体制度措施，确保法

新华社兰州 6 月 10
日电（记者白丽萍、张睿）
榆中县中连川乡，距离甘
肃省会兰州市市区 86 公
里。这个被黄土和大山包
围的偏远山村，在春天仍
会下雪，刮起大风来，沙尘
吹得人睁不开眼。
清晨五点五十分，天
色仍暗，西北的远山中还
带着一丝寒气。渐渐地，
空 荡 的 山 谷 中 响 起“砰”
“砰”的声音，这是中连川
小学学生们每天雷打不动
的晨练。全校 59 个孩
子，无论男女，全部是校足
球队的一员。
中连川小学是一所典
型的农村寄宿制小学。迄
今为止，学校已经培养了
6 人进入恒大足球学校，1
人进入成都足协梯队，2
人进入河南绿茵足球俱乐
部，26 人被选拔至甘肃省
体校、兰州市体校、华侨实
验学校等足球特色学校，
10 人前往英国阿森纳、斯
托克城等世界顶级球队深
造交流。这样一所乡村足
球小学，让人们看见了孩
子们对于足球最原始的热
爱与坚持。
“快！快！传球！
”
“注
意盯人！”
“别漏人！”个头
矮小的女孩摔倒后马上爬
起来再次进攻；四肢纤细
的女队守门员被球砸到脸
上后，揉揉眼睛全神贯注
护卫球门；女孩儿们即使
面对男生也毫不退让……
走在中连川小学内，墙上
的标语是“足下生风”，学
生宿舍门口的鞋架上摆着
大小各异的球鞋、教室后
面的手工画下堆满了足
球，对于学校的足球氛围，
校长马安武骄傲地表示：
“山里娃踢球，
绝对能行！
”
马安武的底气来源于
这些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回忆起自己刚开始训练孩子们踢球时的
情形，马安武颇有感慨。
“那时候也没有足球
场，就是几十平方米的土场地，
摆两块砖头就
是球门。
”就在这样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球
场”上，
中连川乡的孩子们穿着五花八门的衣
服和布鞋，
第一次接触到了足球。
2012 年 8 月，经过马安武多方联系和
社会各界的帮助，中连川乡历史上第一支足
球队成立了。艰苦的训练很快便得到了回
报。2013 年 4 月 30 日，中连川小学足球队
和兰州市市区一所小学的球队进行了一场友
谊赛，个头普遍都比城里孩子矮的中连川队
小队员们用一场 9 ：3 的大胜震惊全场，球队
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扎实的基本功令在场的业
内人士大加称赞。
这样一场胜利，更加坚定了马安武对于
培养发展学校足球运动的信心。
随后的时间里，
购买装备、看视频自己学
习训练方法、把“土球场”改成草皮球场……
马安武一步步为孩子们建起了一个装备专
业、保障齐全、氛围浓厚的足球小学。
李睿今年 12 岁，上小学六年级，是这一
届中连川小学女足队的队长。平时见到生人
仍有些腼腆的她，一提到足球就像打开了话
匣子，
说战术、讲经历、表热爱，
滔滔不绝。她
说自己踢球的机会是向父母争取来的，爸妈
怕影响她的学习，
之前一直阻止她踢足球。
“我就是喜欢踢足球，
喜欢和小伙伴一起
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离开足球连觉都睡不
着。”李睿为了证明踢足球是正确的选择，每
天除了在球场上刻苦训练，剩下的时间便是
主动学习。爱上足球后，
她不仅球技提升，学
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作为后卫的她，现在
已经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看着女儿的改
变，
李睿的父母十分支持她的足球梦。
“大山里的女孩敢拼，
不怕吃苦。
”蒋丹丹
是中连川小学足球队唯一一名女教练，她对
于山村女孩踢球的不容易有着更深的感受：
“她们和男孩子一起踢球，暗中较劲，想要证
明自己比男孩子更强。但是女孩们整体身体
素质要比男孩稍有不足，她们需要付出更多，
需要更强的韧劲去克服诸多困难。
”
足球给大山里的女孩们带来的不仅是快
乐，许多女孩子接触足球后，
性格都有了很大
变化。曾经不爱说话、不爱学习，
性格比较孤
僻的孩子在接触到这项团队运动后，自然而
然就变得自信、开朗了。
当谈到最喜欢的球星时，
“王霜”
“王珊
珊”成为得票最多的球员，
许多孩子都把这两
名女足队员当作自己的偶像，提及她们的名
字时眼里有光。
中连川小学四楼中间的一间教室里，摆
放着学校获得的奖励。从最初的优秀奖、风
采奖到后来的联赛冠军奖，
一座座奖杯、一张
张奖状，
记录着这群小女孩儿的力量和梦想。
夕阳西斜，每天下午的分组对抗赛吹响
终场哨，胜方兴高采烈，输了的孩子心有不
甘，
准备来日再战。角落里，
一些没能上场比
赛的低年级学生抱起球开始练习，
“砰”
“砰”
的足球声，
再次在大山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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