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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广场

看图说画

一场鏖战，一场完胜。8 月 3 日晚，在闷热
的天气中，长春亚泰球迷尽情释放着欢愉之情，
子弟兵亚泰将士以 2比 1战胜中超领头羊广州
恒大。作为一支保级球队，能够在一个赛季主
客场“双杀”恒大，的确有理由让亚泰球迷兴奋
与欢呼。

8月 3日晚，长春亚泰本赛季第二次与恒大
交锋，亚泰再次让人刮目相看，比赛前亚泰就官
方发布了主题名为“双杀”的海报，人们以为这
不过是一种心理战，不过给自己“壮壮胆”，可是
比赛开始后人们发现，亚泰将士确实是按照这
个目标去做的，他们丝毫不怵恒大的威名，与对
手摆开对攻的架势。开场仅 2 分多钟，亚泰就
先声夺人，整个上半场，亚泰的射门明显占优。
打恒大对亚泰队来说的确有一套，用现场一位
球迷的话说：亚泰遇到恒大就像“打了鸡血”。

凭借“双杀”恒大的精彩表现，亚泰迎来了
本赛季的第 5场胜利。本赛季中超第 3轮亚泰
客场对阵恒大的首次交手中，做客天河体育中
心的长春亚泰干净利落地3比1击败卫冕冠军，
打破了恒大22场主场不败金身，也是首支在天
河体育中心打入恒大 3 球的中超球队，有人说
这是恒大自己不在状态，亚泰能够赢一次，但不
见得能赢第二次。

此番再次和恒大交手，亚泰队在控球、射门
等环节上与实力强大的对手相比，不仅丝毫不

落下风，甚至还要占优于对手，能够在与恒大交
手中占据场上优势，这一点连国安、鲁能等中超
豪门也做不到。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不久之前的
世界杯上哥斯达黎加人的表现，作为一支平民
球队，他们不畏强敌，打得意大利、英格兰、乌拉
圭等世界冠军级别的豪门甘拜下风，与哥斯达
黎加一样，亚泰将士所凭借就是战斗意志。

巴西世界杯期间，中超联赛处于休赛期。
这期间，亚泰队不声不响地在为联赛下半段积
蓄实力。6月16日，亚泰与恒大签约，赵鹏和冯
仁亮以租借的方式转会亚泰。进入 7 月，亚泰
队与德甲劲旅不莱梅队进行了一场邀请赛，虽
然0比 1告负，但是冯仁亮表现抢眼，也给球迷
们增添了希望。随后，曾效力于德甲汉诺威 96
的匈牙利国脚胡斯蒂通过亚泰俱乐部的体检，
正式加盟亚泰，成为亚泰10号球衣的主人。加
盟亚泰队，胡斯蒂经历了三场比赛，从首秀对阵
国安队 1对 4的惊艳，到第二场的稍显沉寂，再
到8月3日晚绝杀恒大时的霸气，胡斯蒂仅用三
场比赛就征服了亚泰球迷。作为长春亚泰历史
上第一次从欧洲五大联赛中直接引进的球员，
胡斯蒂的加盟被俱乐部上下寄予厚望，而他的
这粒绝杀正是亚泰所希望看到的，胡斯蒂物超
所值。

亚泰目前的主帅德拉甘曾率领江苏舜天两
次击败广州恒大，也许是从老乡萨布利奇身上

获得击败广州恒大的灵感，他赢得本场比赛的
利器依然是定位球和快速反击。“我们今天踢出
了本赛季最出色的一场比赛，”德拉甘赛后这样
评价自己的球员，“我们的对手是中超实力最强
大的球队，他们在中超联赛中很少输球。我满
意这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毕竟能赢中超实力
最强乃至亚洲最好的球队很不容易。”德拉甘
说，“我来到长春亚泰已经三个多月了，这场胜
利是我一直期待的，今天我们做到了。”

主场击败广州恒大，德拉甘是如何排兵布阵
的？“想赢广州恒大首先不能从心理上怕对手。
在江苏舜天执教时，我与广州恒大交手很多次，
我也是要求球员先不要怕，要拼。今天的比赛非
常困难，但我们的表现非常好，其中胡斯蒂和杨
旭两名新援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比赛期间的
调兵遣将也显示出了德拉甘对胜利的渴望。对
于一支保级球队来说，能够在强大的恒大队面前
收获一场平局已属不易，可是当双方战成1比1
时，德拉甘用曹添堡换下杨旭，贝切莱换下埃尼
奥，两名攻击型球员的上场，显示出亚泰队拿下
对手的决心和意志，也正是凭借曹添堡的精妙直
塞，为胡斯蒂的绝杀打开了胜利之门。

作为一支保级球队，除了面对恒大，亚泰对
阵其他强队时也有不错的战斗力，联赛 5 场胜
利还包括主场1比0击败山东鲁能，而主场面对
国安的比赛，亚泰也收获一场2比2的平局。而

反倒是在对阵大连阿尔滨、哈尔滨毅腾和杭州
绿城这样的保级对手时，亚泰屡屡告负，堪称

“劫富济贫”的代表。为什么亚泰队在面对下游
球队反倒没有太好的办法赢得比赛？用主帅德
拉甘的话说就是“心态问题”，“在遇到下游球队
时，我们的球队有时太过自信，以为对手是弱
旅，在心理上不自觉地以强队自居。”

而在给自己准确定位后，亚泰的表现变得正
常起来。长春亚泰客场打同为保级球队的河南
建业，只收获了一场平局。但遇到强队时，不同
的心态往往会给弱队创造赢球的机会。第 17
轮，长春亚泰主场差点儿赢下榜眼北京国安，而
本轮主场再遇领头羊广州恒大时，亚泰就憋足了
劲儿。

“连续赢下广州恒大，没什么可炫耀的，这
只不过是一两场正常的比赛而已，”面对一场大
捷，亚泰俱乐部董事长刘玉明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显得很平静，“我们的球队还处在重建之
中，比赛中有所起伏也很正常。不过，能够在一
个赛季取得对恒大的双胜，这无疑为球队树立
很强的自信心，也为亚泰在以后的比赛中奠定
了强大的心理上的优势。”的确，能够“双杀”恒
大对任何一支中超球队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大
事，对于一支保级球队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够从
此建立起强大自信，从而吹响战略反攻的号角，
在余下的赛程中“遇强不弱，遇弱更强”。

吹响战略反攻的号角
——写在长春亚泰“双杀”广州恒大之后

本报记者 刘勃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一页，为我国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给青少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2010
年 2月10日，在国际奥委会第122次
会议上，投票选出南京作为 2014 年
第 2 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承办城市。南京青奥会是继北京奥
运会、广州亚运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
一大型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将于8
月 16日至 8月 28日在南京举行，共
设有28个比赛项目。

青奥会是一个为青少年举办的
国际赛事，参赛选手年龄限制定为
15至 18岁，比赛项目大部分与奥林
匹克运动会相同，青奥会旨在聚集世
界范围内具有天赋的青年运动员参
与具有高度竞技水平的赛事。此外，
青奥会在奥林匹克精神方面成为一
项具有教育意义的盛会，让青少年们
从运动中收获健康的生活方式。举
办青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
类似奥运会的“小型奥运会”，它承载
着不同的使命。它不是全部意义上
的体育比赛，而是通过体育教育青
年，青奥会要为青年提供一次感受奥
运精神的机会。

青奥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作为奥
林匹克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奥会重视
教育、体育、文化的相互融合，更重视

对青少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教
育，更关注青少年运动员之间相互尊
重和友谊的奥林匹克核心价值在青
少年人群中的广泛传播，促使青少年
在奥运价值的引导下健康生活、快乐
成长。

青奥会将助推举办城市
的发展

从南京近几年对体育赛事的热情，
不难看出这个在经济上充满活力的古
都希望通过体育进一步塑造城市品牌
形象、带动经济发展的雄心壮志。

青奥会的举办将使世界各地的
青年、宾客会集中国，走进南京，了解
南京两千余年的城市文明，这是南京
跻身国际大都市的必要条件。要想
让别人来了解你，认识你的实力，首
先要走进他们的视线里。继2008年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再次承办世界体
坛又一盛事，这正是青奥会送给中
国、送给南京的一份大礼，南京期待
能在璀璨的国际大舞台上惊艳四
方。此外，青奥会将大大地提高举办
城市在世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
影响力，同时也将大大推进举办城市
的经济发展，而这座城市也会因此获
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作为青奥盛会
的主角，所有观众的目光都将注视着
南京，去观赏它的城市面貌，体验它

给人们带来的惊喜。
2005 年举办的第十届全国运动

会，让南京加快发展了十年，全运会
后，南京市的城市发展显而易见，在
国内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为筹办十
运会而兴建的体育设施也是南京申
办青奥会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青
奥会将是一场更大规模、更热闹的体
育盛会，将会给南京带来更加飞跃性
的发展，南京在规划服务等软实力方
面也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发展。环保、
交通、通信、接待能力等都是评价一
个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内涵，青
奥会势必对南京提出更高水平的考
卷，期待它在世界人民面前做出高水
平的表演。另外，青奥会也是人文与
绿色的完美结合，浇开城市文明之
花，让南京挥洒出更强烈的人文绿都
色彩。南京必将借此来带动整个城
市的环保、低碳产业的大发展、大升
级。总之，青奥会给南京人民带来了
与世界对话的机会，提升了南京人文
化体育休闲品味，进而更好地推进城
市的建设，而且有助于提高市民的生
活质量，增加幸福指数，获得更加满
意的生活环境。

青奥会对青年体育意义非凡
承办青奥会不仅提升了举办城

市的硬件和软实力，更体现了对青年
体育的促进，对青年体育观的更新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青少年体育是
中国当前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
进的重要战略指标，是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青少年发展的战略内容。着眼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青少年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创办与发展，尤其是
2014 年南京青奥会的到来，将给我
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带来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青奥会鼓励和引
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参
与、互动、共享氛围中快乐成长，引导
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发
展群众性的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
体育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起来。

青少年是我国体育人才资源的
重要储备库，青少年运动员历来是我
国专业运动员的主要来源。青奥会
在我国南京举办，能激活和调动具有
运动天赋的青少年参与体育的积极
性，为发展运动天赋提供了机遇，青
奥会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的。竞技体育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
群众体育的普及也需要竞技体育的
引导和推动，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
可。而承办青奥会，将推动我国体育
竞赛向高水平发展，促进竞技体育参
与人数的增加。南京青奥会的举办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青奥会
理念的引导下，将奥林匹克精神融入
赛场，借助这一国际赛事促进我国竞
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可持续发展。

淡化夺标突出文化教育
正如当初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

格所设想的那样，青奥会不只是现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简单复制，而是要
通过青奥会真正实现奥林匹克精神，
通过奥林匹克的教育作用促进全世
界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与成长，同时影
响现代奥林匹克的健康发展，突出其
创新意义。

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新生
儿”，青奥会无疑肩负着延续奥林匹
克运动的百年梦想，肩负着将奥林匹
克精神发扬到人类社会更广阔领域
的神圣使命，这对于历经百年沧桑洗
礼的现代奥运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诸多“异化”现象而言，也是一次绝
好的改革和创新契机。青奥会融合
了体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内容，
致力于服务世界青年群体，宣传奥林
匹克精神，服务于人类“公益”。创立
青奥会的目的就是鼓励更多的年轻
人投入到体育运动之中，加强世界各

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现代
奥运会相比，青奥会是国际奥委会增
强体育运动与教育相结合的重要实
践，更加重视青年特色，重在突出文
化与教育主题，提倡大会节俭办赛，
强调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
不同教育之间的合作，以此促进青少
年身心和谐发展和现代奥林匹克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

而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
展，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兴奋剂的
屡禁不止及运动员各种丑闻的暴露，
使国际奥委会逐渐意识到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对青少年的教育目的已经
远远不够，因此创立了专门为青少年
举办的奥运会。当然，青奥会要有比
赛，但是举办比赛的主要目标不是赛
事夺标，而是教育和文化。通过奥林
匹克的教育作用，使青少年远离兴奋
剂、远离种族歧视，维持高尚的道德
标准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让奥运走进青年，让青年拥抱
奥运”是南京申办青奥会的理念，这
一理念的内涵是促进青年正确认识
自我，积极参与并展现创造力；了解
彼此，建立友谊，懂得责任和欣赏；崇
尚公平竞争，关注健康和环境；心手
相连，增进自信，传承文明。距南京
青奥会开幕还有 10天的时间，玄武
湖、中山陵、秦淮河、夫子庙……文化
古都勾勒出山水城林的城市轮廓，届
时，2014 年南京青奥会必将成为世
界青年健康、快乐、成长的大舞台。

分 享 青 春 共 筑 未 来
——写在南京青奥会即将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张政

南京青奥会会徽。 南京青奥会吉祥物“砳砳”。

球迷阿P经历了一个月巴西
世界杯的黑白颠倒生活，7 月 30
日夜，又失眠了。既不是为世界
杯后巴西队痛定思痛的自责，也
不是为德国队欣喜若狂的再出
发；既不是为皇马恐怖的烧钱纪
录，也不是为范加尔的敬业与骄
傲。什么世界足坛，什么大罗、
小罗、C罗、J罗，都不重要了，阿P
以为，这些对中国球迷而言，终
究是隔岸观火，唯有中国足球才
能真正刺激他们的神经。

7 月 30 日，《中国教育报》刊
登了教育部长袁贵仁在7月28日
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袁贵仁介绍，计划
用3年时间将校园足球定点学校
由目前的 5000 余所扩展到 2 万
所，并从今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小
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
联赛机制，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
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源源不断
培养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此外，
校园足球工作的成功做法也将
逐步拓展到篮球和排球三大球
等集体体育项目中。

阿P的资料库里有一则新华
社消息，根据德国足协于2010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各类足协、俱乐部会员总数超过650万人，占德国
总人口的近8%。德国全国现有足球队近18万支，足
球俱乐部2.6万个。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世界
杯期间举行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也提到一组数字：中国现有体育社团15060个，各级
各类青少年俱乐部6000多个。中国所有项目的体育
社团和青少年俱乐部总数加起来，还没有德国足球俱
乐部的数量多。中国足球和世界的差距，绝不仅限于
竞技层面，更在于缺少厚实的金字塔人才基座。

在中国足坛，虽然恒大、绿城等中超俱乐部注重梯
队建设，但是，比起从小学阶段就重视足球苗子的培养
并建立相应联赛机制的校园足球计划，无疑是小巫见
大巫，甚至可以说不值一提。校园足球工作可谓是中
国足球最大的福音。作为誓言“为中国足球之崛起鼓
与呼”的阿P，还有什么比这消息更提劲醒神呢？

阿P之失眠，可以理解，但兴奋点还不止这些。
的确，从长远来看，中国足球需要更好的顶层设

计，从管理体系、财务体系到人才体系都需变革。校园
足球计划是培育中国足球土壤的顶层设计的重要一
环，是完善人才体系培养的根本性措施，令人欣喜。还
有令人兴奋的是，中国的社会足球、草根足球也开始显
示进步迹象。如今，恒大被亚泰、建业等还处在中超降
级区的球队痛击已算不上新闻，足协杯上的草根球队
屡屡战胜专业球队才是新闻，尤其是村办业余球队武
汉宏兴先后1比0胜武汉卓尔、4比3胜上海上港，业余
球队苏州锦富战胜辽宁宏运，令球迷大跌眼镜的同时，
也为草根球队的表现鼓掌叫好。虽然我国的草根足
球、社会足球发展与德国、荷兰、日本比起来相去甚远，
但也足以让阿P之流看到希望。

还有，中国足球资本市场的振兴也日见起色，继马
云重金投资恒大以来，曾经“裸奔过、拿啤酒当过分红、
假赌黑盛行”的中超近日传来好消息，本赛季赞助总额
已达人民币4亿元，刷新了国内职业联赛单季赞助总
额的纪录。这是好事，虽然中国足球还不到专注于赚
钱的时候，中国足球产品还远谈不上优质与成熟，但
是，中超、中国足球呈上扬的现状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够
否认的。

失眠的阿P这么以为，你呢？

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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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北京申办冬奥标识亮相。标识以中国书法“冬”
字为主体，将抽象的滑道、冰雪运动形态与书法巧妙结合，人
书一体，天人合一；冬字下方两点顺势融为2022，生动自然。
标识既展现了冬季运动的活力与激情，更传递出中国文化的
独特魅力。

为了体现精简与实效，此次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对
人员数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相比北京2008年奥申委
委员的203人精简了1/3。2015年1月，各候选城市将提交
最终申办报告；2015年 7月，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
127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
将投票产生2022年冬奥会的
举办城市。

北京申办冬奥会标识公布
文 力

放松活动是指主要运动健身活动后进行的各种身体活
动，主要包括行走（或慢跑）等小强度活动和各种牵拉练习。
放松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身体各器官系统机能，逐渐从运动
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

人体在运动过程中，血液循环加强，血液主要流向参与工
作的骨骼肌组织。骨骼肌有节律的收缩、放松活动，加速血液
流回心脏，以确保氧气运输、营养物质供应和代谢产物排除。
如果在健身活动后，立即停止运动，由于下肢肌肉血管推动了
骨骼肌节律性收缩与放松的“挤压”作用，会使大量血液滞留
在下肢血管，造成流向脑组织的血流量减少，出现头晕、恶心
等脑组织缺血、缺氧症状。同时，血液滞留在血管中，也不利
于乳酸等运动代谢产物的排除，造成身材恢复时间延长。因
此，在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后，做一些适度活动，有助于消除疲
劳，减轻或避免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症状。

运动后做一些牵拉性练习，可以改善局部组织血液循环，
加速代谢产物排除。从发展柔韧性
角度讲，运动后肌肉温度增加，黏滞
性下降，有利于提高身体柔韧性。
在放松活动阶段进行的牵拉练习应
以静力牵拉为主，牵拉幅度可以大
一些。 （吉林省体育局供稿）

运 动 后 要 注 意 放 松

在长春市红旗街巴黎春天楼上
的175舞室里，尖叫声和掌声此起
彼伏。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正在
跳着街舞，他们穿着宽松的T恤和
牛仔裤，带着鸭舌帽。尽情地舞动
着身体，做着各种摆手扭胯的动
作。这个群体里，有一位舞技高超
的男孩，他就是李雪刚。

李雪刚是个典型的90后，休闲
打扮，一双帆布鞋历经沧桑，好似伴
他走过大江南北。“刚接触街舞是在
高二的时候，有次在网上看到视频，
立刻就被吸引，感觉做个舞者很酷。”
李雪刚说，在街舞里，自己选择了要
求技巧的高难度舞种。那时候只是
跟着老师学过几节课，真正跳街舞是
在大学办舞团的时候，每天6点到9
点坚持不懈地练习，再加上在网上看
教材和与其他高手交流。青春岁月
里，陪伴他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当
然还有对街舞的热爱和执着。

这种源于美国街区的“舶来品”
还是被小众所接纳，更多人只是支
离破碎地看过一些片段，这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舞蹈，通过怎样的手法
表现舞者的内心世界？李雪刚说：

“街舞是我第二个老婆，根本扔不下
它。沉醉在街舞的世界里，会忘却
烦恼和忧愁。”街舞这种方式可以让
你自由地挥动手臂，跟着音乐的律
动随性起舞，演绎时尚与个性的语
言，是快乐的表现形式。

李雪刚带着自己的舞团参加过
两次吉林省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
获得过很多大奖，2012年全国街舞
大赛WIB四强、2013年东三省街舞
大赛亚军、2014年全国高校街舞联
盟比赛包揽所有冠军、2014年全国
KOD循环赛吉林赛区总决赛总冠
军等。他说：“学街舞就是坚持勤
练，臂力、腰力要求都很高，基本功
要很扎实。”眼前的青年已经成为很

多舞室炙手可热的舞蹈教师。在他
的生活里，这个舞种由幼时的爱好
演变为毕生热爱的事业和生活经济
来源。“现在的街舞已经被社会所认
可，我教的学生大多十几岁，最小的
四岁。”李雪刚说。

如今，街舞已经越来越普及，很
多人选择通过它塑型或健身。进入
健身房的街舞作为一种变化了的健
身方式，自然肩负着促进身心健康
的重任，达到都市青年减压和放松
心情的目的。26岁的赵子琪是一位
在舞室学习健身街舞的姑娘，她说：

“街舞不仅能宣泄生活中的情绪，也
能使我拥有健康和迷人的身材。”当
然，愉悦的感觉和心境是万万不能
少的，因为健身街舞同时也是一种
娱乐。目前，随着 HIP-POP 的风
靡，街舞不但在流行乐坛占有一席
之地，并且已经演变为一种时尚的
健身方式。

青春街舞
本报记者 刘勃 景洋

李雪刚带领舞团成员在练舞。 本报记者 景洋 摄

健身小常识

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标识。 新华社发

南京青奥会开幕式及主竞赛场地奥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