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的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成为众多徒

步活动爱好者的好去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和团体在这里进

行徒步健身活动。近日，公园里迎来300名特殊的徒步者正

和着音乐开始他们的“征程”，他们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的“白衣天使”们。

在徒步的人群中，48岁的施宇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护士长，她曾是第3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队员，曾经带领

100名护士在武汉奋战了两个月。

走完全程的她告诉记者，自己是气喘吁吁走完全程的，

“因为平时太忙了，休息的时间很宝贵，很难拿出时间来锻炼

身体，医护工作者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健身运动，因为我们有了

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回忆起奋战在武汉的日子，她感慨道：“在武汉的日子感

触太深了，那么多医疗队驰援武汉，祖国的强大让我振奋。而

且院里给我们做后盾，为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给予了我

们极大的支持，让我们后顾无忧。”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健身，强健体魄，提高身体素质正在

成为全民共识。“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建院84周年来临之际，也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呼吁全民有氧运动，健康

生活，走向户外，院里组织了这次徒步嘉年华活动。像这样的徒

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净月潭的

空气对人身体非常好，大家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增强我们的体质，

只要我们身体健康了，疾病也就远离我们了。”施宇说。

净月潭边，人如画中游。对于这些“白衣天使”来说，是净

月潭公园的美景拂去了他们身心的疲惫，而对于净月潭公园

来说，又何尝不是因这些“天使”的降临，为这个多彩的秋天增

添了一抹亮色。

净月潭边的“天使漫步”
本报记者 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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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球队，一座城。24年的拼搏进取，24年的跌宕

起伏。

当年，曾因你中超夺冠而骄傲，也曾因你的降级而

悲伤。如今，再次因你重归顶级联赛而欣喜振奋。

2020，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长春亚泰队不负重

望，在中甲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在与顶级联赛离别了

729天之后，他们在11月8日强势重返中超。如这年份

数字——2020，要赢！要赢！

11月8日，刚刚立冬的东北春城尚在秋风萧瑟；而

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蓉城成都，随着一声终场哨响，长

春亚泰队的球员和教练组热烈相拥，他们以3比0的比

分战胜了成都兴城人居队，在中甲联赛第二阶段冲超

组比赛中，以4胜1平积13分0失球的战绩夺得冲超组

头名，以高姿态获得中甲冠军，重返中超联赛。

跌宕起伏的20年

纵观长春亚泰队的成长之路，曲折而跌宕。长春

亚泰诞生于1996年初夏，由中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年维

泗担任顾问。1997年、1998年、1999年3年参加乙级联

赛，但未能成功冲甲。1999年，亚泰利用与八一超能合

在一处，组成长春亚泰雄师队，随后亚泰队开始在中乙

联赛中向上攀爬。直至2005年，国奥教练组集体加盟

长春亚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年长春亚泰队最终冲超

成功。2006年长春亚泰队在进入中超的第一年便获得

中超第4名。

2007年，是长春亚泰队进入中超的第二年，这是长

春亚泰球迷不会忘记的年份，这一年亚泰队以16胜7

平5负积55分夺得中超联赛冠军，成为中国顶级联赛

历史上继大连实德、上海申花、山东鲁能、深圳健力宝

之后第5支获得联赛冠军的队伍。那一年，杜震宇、张

笑非、王万鹏等国内球员风华正茂，卡巴雷罗、埃尔维

斯、达扎吉3名外援通力协作，他们用绝对的实力在中

超赛场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长春市的人民

大街上庆祝狂欢的车队鸣笛游行，广场和步行街上到

处是庆祝的身影，当时的盛况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不过可惜的是，随着中国足球慢慢进入到了“金元

足球”时代，从2013年开始，长春亚泰的成绩也慢慢下

滑了，从争冠热门到亚冠参赛队，再到中游队与保级球

队，这和亚泰主教练不断更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每

一个教练员带来的战术体系和外援都无法融合，球队

也与强队渐行渐远。亚泰终在2018年以中超倒数第二

名的身份遗憾回到了中甲。

2018年11月11日晚，对于长春亚泰来说，或许是

最难熬的一个夜晚。当无法预料的降级真的变成现实

后，亚泰众将从惊愕到落寞，回到更衣室的他们终于控

制不住眼泪，几名年轻球员更是失声痛哭。“明年一定

打回来！”这是赛后全队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亚泰足球

建设百年足球俱乐部的目标不会变，我们有信心尽快

从中甲杀回来。”长春亚泰俱乐部从管理层到每一位将

士誓言要杀回中超。

重走冲超之路

长春亚泰再次踏上冲超之路，但此番冲超却与十

几年前大不相同。在2019中甲赛季，长春亚泰1比4客

场惨败东北兄弟球队黑龙江FC，未能把握最后冲超的

机会。整场比赛长春亚泰状态很差，6脚射门只有1脚

射正，依稀还记得那个看球的亚泰小球迷泣不成声的

样子，多么心痛。这一年，受球市“虚火”影响，冲超后

的成本相当高昂，中超球员动辄百万的工资，让很多资

金有限的球队望而却步，所以亚泰队在冲超之路上的

突然“刹车”，也曾被很多人分析是缺钱的无奈选择。

来到2020赛季，受疫情影响，联赛赛程赛制变化，

18支球队，3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两名进入冲超组最终

争夺1.5个升级名额。这是有史以来参赛球队最多的

二级联赛，这也是有史以来赛程最短最密集的中甲联

赛。毫无疑问，在全新赛制下，新赛季的中甲联赛充满

变数。

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亚泰队的表现并没有令人满意。

7轮过后，4胜2平1负的成绩让人们对当时洋帅巴巴杨的

执教能力产生质疑。巴巴杨带队的9个月里，长春亚泰并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许是习惯了在叙利亚的执教

理念，巴巴杨在用人方面首选体能好的球员，而对于那些

有技术特长的球员却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巴巴杨的战

术安排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作为球队中曾踢过欧冠的

阿隆，原本是标配的中锋人选，可却每况愈下，甚至连他

自己都搞不清在场上究竟要干什么。

10月5日，洋帅巴巴杨下课，本土教练陈洋上任，

一切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此后亚泰队以6胜3平1

负、积21分的战绩，夺得常州赛区第一名，晋级第二阶

段冲超组。在第二阶段冲超组比赛中，他们仅与浙江

绿城队战成0比0平局，最终以5轮4胜1平积13分0失

球的战绩强势回归。直至3比0战胜成都兴城的一刻，

亚泰将士终于兑现了“杀回来”的诺言！

抓软件 确保球队青训活力

亚泰能够杀回中超，离不开多年来青训工作的积

淀。过去24年，长春亚泰为不断完善青训体系建设，形

成了亚泰模式下的青训体系。

自1996年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成立以来，这块足

球沃土已经培养了3000余名专业足球人才，其中，亚泰

青训经过24年的探索，制定了“根植本土、省内布局、全

国选材”的人才培养机制，完成十级梯队建设。

目前，亚泰青训共有300名球员及30多名拥有A级B

级教练员证书的教练员。亚泰俱乐部不断加大投入，要

求每级梯队接轨国际，构建AB队的双队模式，而亚泰U12

和U11队已经完成AB队的搭建。

亚泰青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球员，何超、周大地、

关昊、曹紫珩、左伊藤、肖煜峰、赵鸣宇、金成龙等一大

批球员升入了一线队。2020年，长春亚泰球员麦麦提

热依木·麦麦提艾力从U19队升入一线队，他在上一年

度获得青超联赛U19A组射手榜第一。亚泰青训已经形

成了从梯队到预备队，再到一线队的造血功能。

青训是最好的投资，如何让长春亚泰青训涌现出

更多、更好的苗子，使得亚泰青训成为“明星加工厂”，

基层教练的能力非常关键。

亚泰青训目前大力加强各级梯队的安全管理，尤

其是现阶段的疫情防控、日常训练和比赛、生活、交通

等方面，教练员必须亲自负责；大力提升亚泰青训的

“军纪”，即对俱乐部各项规章和管理制度，教练员必须

认真学习，落到实处；要按照“体能好、技术精、能赢球、

作风硬”要求打造亚泰青训，教练员必须加强队伍管

理，坚持发扬团队优势。

为提升亚泰青训的投资回报率，俱乐部制定了严

格的青训教练员考核制度，亚泰青训也从理论答辩、实

践考核、制度培训、队伍管理、体能测试5个方面，对全

体教练员进行考核。对不达标的教练员及球员将按制

度进行调整，确保亚泰青训的活力。

升硬件 打造一流基地

多年来，长春亚泰在足球基地建设上从未停下脚

步。事实上，在中国足协提出的“各职业俱乐部必须在

2018年拥有自己的基地”的准入规划之前，长春亚泰的

净月基地建设就已经开始。

自长春亚泰成立当年就建设了杨家店基地，此后

又在海口建设了亚泰海口基地，成为当时国内职业足

球俱乐部唯一同时拥有南北两块基地的职业足球俱乐

部。不过为配合城市建设，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决定

搬迁老基地，并在长春净月开发区新建一座更加现代

化的足球训练基地。

长春亚泰净月基地总面积21万平方米，其中16万

平方米是训练区，规划6块天然草标准足球场，3块人

造草标准足球场，1个室内标准场地足球训练馆，2块五

人制足球场，以及羽毛球馆、篮球馆。同时，该基地生

活区拥有接待中心、球员公寓等设施，可以充分满足一

线队、预备队、各级梯队的训练需求，也可以满足国字

号球队夏训的标准，承办各项青少年大型赛事。此外，

拥有国际标准人造草的室内足球场也可以延缓冬季梯

队过早前往南方冬训的弊端。

如今，早已投入使用的长春亚泰净月基地已多次

迎来国内外宾客到访，包括中国足协领导、U15国家队

外籍教练、草根球队、中小学及幼儿园小朋友等。未

来，基地将辐射周边，承载更多社会责任，造福一方百

姓。

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经营发展，长春亚泰足球俱

乐部已经成为国内顶级俱乐部之一，在最新公布的世

界足球俱乐部排名中，仅有两家中国足球俱乐部上榜，

而长春亚泰正是其中之一。

如今，具有深厚底蕴的长春亚泰队重返中国顶级

联赛的大舞台，不论是王者归来，还是群雄逐鹿，2021

赛季，我们中超见！

CBA 联赛激战正酣。由于广东
队和新疆队接连出现伤病问题，辽宁
队成为了本赛季 CBA 夺冠的最大热
门。然而另一支东北球队——吉林
东北虎队也悄然崛起，单看东北虎队
本赛季至今的表现，相信很多球迷都
会产生一个想法：时隔 15 年，“东北
虎”终于回归了。

自本赛季CBA联赛开赛，全华班
出战的吉林东北虎队表现异常惊
艳。东北虎队在开赛初期豪取6连胜
并创造了队史最佳联赛开局纪录。
赛季初期，不被外界看好的吉林东北
虎队重振雄风，用一场场胜利回敬那
些曾经质疑的目光。作为一支并非
豪门的球队，东北虎队队内没有一名
超级球星，但在“鬼才”主教练王晗的
带领下，他们全民皆兵，截至目前，东
北虎队以8胜2负的战绩排名联赛第
4位。

那么东北虎队能异军突起，延续联赛的不俗势头原因何
在？一方面要归功于王晗主教练在休赛期期间的未雨绸缪，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本土全华班球员的出色发挥。

新赛季的吉林东北虎队被大家公认为“一星四射”，一星
指的是姜宇星，他场均得分为20分，而且有力量有对抗，篮下
得分的欲望强烈。东北虎队以8胜2负开局的最大功臣当属
姜宇星。姜宇星此前还成功当选为CBA公布的赛季第二周
周最佳球员。除姜宇星之外，场上其他 4 个人都有投射能
力。姜伟泽场均18分、代怀博场均15.6分、崔晋铭场均12.8
分、钟诚场均10.1分。

正所谓“千里马遇伯乐”，主教练王晗所采用的是一种“恩
威并施”的带队方式，训练时，严格的标准鞭策着球员们不停
前行，王晗不怒自威；平日里，又能变回憨态可掬的“胖胖虎”，
他会想出很多有趣的方式带动球员们。目前，东北虎队的优
势是进攻中的推进速度和传接球以及内线上篮的成功率。

毫无疑问，缺少外援的CBA在精彩程度上肯定是要打折
扣的，但对于吉林东北虎队这样以年轻球员组成的球队也未
必是一件坏事，毕竟外援要掌握大量的球权，这在很大程度上
会压缩本土球员的成长空间。目前，东北虎队在外援琼斯没
上场的情况下，打造出了一套拥有大量掩护、无球跑动和分享
球的“流动型”战术体系，连绵不绝的进攻，全民皆兵的投射，
首发和替补实力相对均衡。通过增厚阵容深度的方式，提升
了整体的容错率。对于很多不了解东北虎队的球迷来说，总
会有人误以为东北虎队现在的核心打法是以姜宇星为首的战
术，而实际上，东北虎队则是由以崔晋铭、姜宇星和姜伟泽这
3个外线持球点发起进攻。

在全华班的比赛中，“00”后小将姜伟泽的处理球能力得
到了明显的提高，新赛季开局的10场比赛里，他场均能抢下
19.4分外，还送出了生涯新高的5.2次助攻，进攻和组织之间
的平衡拿捏得愈发成熟，而且球队还有钟诚这个经验老到又
极具创造力的轴心可以与之进行呼应。除了在阵地战中的疏
导，在遭遇全场紧逼时，钟诚也能利用开阔的视野为球队指点
迷津。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东北虎队在场上总能摆出3个有
处理球能力的球员去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转，进而去带动代怀
博、郭金林和张彪这些终结点，这也令不少对手防不胜防。

但东北虎队因自身条件原因，本赛季最大的缺陷依然是
对篮筐的保护。东北虎队最高球员李安也只有2.08米，而且
还受过膝盖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为了弥补内线高度上的不
足，东北虎队球员脚下格外勤快，凭借着不知疲倦的轮转跑
动，及时补防和夹击对手，对手往往在他们的高压防守下出现
大量失误，一旦防守成功，东北虎队就会迅速转化为赏心悦目
的美妙快攻。

目前，东北虎队的全华班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在强队如林
的CBA赛场上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全
华
班
的
魅
力

张

宽

近日，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大安大队聘请体能教练为消
防员传授训练方法，就高强度训练上如何科学、合理训练进行
指导。这是消防员在单杠上做体能测试。 董辉 摄

本报讯（记者张宽）为期两天的“2020道达尔·李宁李永

波杯”3v3全国羽毛球赛长春站比赛近日在长春雪立方运动

摩尔中心完赛。此次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40支代表队参

赛，最终爱尚熊猫俱乐部获得团体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

3v3全国羽毛球赛创立于2010年。不同于传统羽毛球单

打和双打的比赛模式，3v3比赛起源于国家羽毛球队的训练

方式，每方3位运动员参赛，比赛回合更多，球速更快，兼顾竞

技性和娱乐性，以其灵活多变的战术和快速的攻防节奏深受

羽毛球爱好者喜爱。

本次比赛设置混合3v3团体赛和单项赛。其中混合3v3

团体赛分为高校组和社会组，由男子3v3、混合3v3（2男 1

女）、混合双打3个项目组成。单项赛由成年组、青少年组、家

庭组的10个比赛项目组成。团体赛高校组是长春站特有的

比赛组别，已坚持举办多年，逐渐受到高校学生的欢迎。前羽

毛球世界冠军王琳也来到此次比赛现场并为比赛开球，她还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她说：“希望更多青少年能

够喜欢羽毛球，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将来能成为世界冠军，为

国争光。”

3V3全国羽毛球赛长春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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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联赛最后一轮长春亚泰队出场阵容
（本报资料图片）

长春亚泰队谭龙以11粒进球获得中甲联赛“射手王”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