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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兴致勃勃练习投篮。 本报记者 刘 斐摄

乡村小学刮起“运动风”
本报记者 刘 斐

12月6日，龙虎山首届山地马拉松大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多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分为山地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两个
组别，赛道一路穿越花海、山地、古镇、小村。 本报记者 钟海华摄

11月19日上午，记者走进贵溪市天禄
中心学校时，正值上课时间，阵阵读书声
从教室传来，从走廊望去，学校窗明几净，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端坐在课桌前。而在
教室外，今年刚修葺一新的篮球场时刻

“准备”着，等待孩子们的到来……
“叮铃铃……”随着下课铃响，五年级

一班的孩子终于等到了上午的体育课。
趁着天气晴好，他们迫不及待地跑向运动
场。“去年冬天，篮球场还是坑坑洼洼、杂
草丛生，那时我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期待体
育课。”稚气未脱的陈家宏说。

一旁忙着将篮球、足球、气排球搬出
教室的天禄中心学校本部负责人徐进贵
说：“篮球场年久失修，凹凸不平，一到下
雨天便会积水。孩子们体育课更愿意围
着学校跑操，很少到篮球场上来。”

体育课有一块好的活动场地，对于一
所普通乡村小学而言并非易事。鹰潭市
提出，每一个农村中学或农村中心小学，

建有一块篮球场或羽毛球场，绝大部分学
校建好塑胶跑道（少量用地条件不允许的
学校除外），足球场、篮球场、体育器材场
地。经过多年建设，当地农村小学体育基
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目前，鹰潭市开展
足球运动的学校有44所，开展篮球运动的
学校有 99所。全市农村学校共修建标准
篮球场112个，足球场51个。

同样，在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
支持下，天禄中心学校的校园体育设施建
设驶入“快车道”，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今
年初，体彩公益金投入20万元用于篮球场
的全面翻修，不到两个月，一座崭新的标
准篮球场就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翻新
过后的篮球场不仅美观，孩子们运动时也
更安全。”徐进贵说。

不少老师发现，提升改造后的篮球场
比以前更热闹。以前喜欢宅在教室的孩
子，如今常在课间休息时间到球场上活
动。“来，老师接球！”今年40岁的徐进贵不

仅仅是学校本部负责人，教课之余还乐于
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运动的快乐中。“在
教学楼后方还新增了一片涵盖羽毛球、气
排球、迷宫等项目的多功能运动场。”徐进
贵笑着说道。

徐进贵提及的多功能运动场，落成于
今年 8月暑假期间，14余万元建设资金全
部来自于体彩公益金。在这片新场地，11
岁的冯雨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项目——
气排球。徐进贵说：“学校体育设
施持续更新、完善，与城区小学已
经没有多大区别，孩子们对体育
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校园已经
刮起了一股体育运动风！”

参与体育运动，不仅促进身
心健康发展，强身健体，还能够
让学生增强荣誉感，提高心理承
受能力，增强团队合作意识。鹰
潭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村学生接触的体育项目相对较

少，学校的体育设施也较单一。鹰潭市
将通过对学校专、兼职体育教师进行定
期的培训，让农村学校体育教学更加多
元化。2021 年起要求农村中学和中心小
学组织篮球和足球校队，将鹰潭市中小
学联赛机制延伸到各级农村学校。并要
求各学校每年必须组织学校田径运动会
和综合性赛事，真正让农村孩子热爱体
育锻炼。

2020世界足球先生三人候选

为何莱万呼声最高
国家体育馆北京冬奥会改造工程完工

2020 世界足球先生评选，可能要从
“梅罗二人转”变成“梅罗陪跑员”。一切
归因于，2020年，莱万太优秀！

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了年度最佳球员
投票排名前三，拜仁慕尼黑球星、波兰人
莱万多夫斯基将与梅西和克·罗纳尔多（C
罗）竞争今年的“世界足球先生”奖项。

国际足联将于 12月 17日举办线上颁
奖典礼，揭晓结果。在金球奖因新冠疫情
早早取消情况下，世界足球先生的荣誉分
量不言而喻。

自 2008年以来，梅西（6次）和C罗（5
次）瓜分了 11次该荣誉，只有 2018年莫德
里奇成功“插足”。今年悬念不再是“梅
罗”谁能胜出，也不是谁能阻击“梅罗”，在
很多媒体和球迷看来，甚至没有悬念，波
兰“神锋”莱万多夫斯基呼声最高。

世界足球先生评选是对个人表现
和球队成绩的综合考察。例如 2016 至
2018 年三个赛季，皇家马德里豪取欧冠
三连冠，这三年的“世界足球先生”都出
自皇马，C 罗荣膺两次，莫德里奇一次。
2018 年莫德里奇获此殊荣更重要的原因
是他随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赛场首次打
入决赛获得亚军，取得克罗地亚男足历史
最好成绩。

欧锦赛、美洲杯因疫情推迟至 2021
年，致使今年夏天几乎没有重要的国家
队比赛，俱乐部表现成了唯一标尺，欧冠
和欧洲五大联赛成为最重要的检验平
台。2020 年欧洲赛场，一举夺下德甲、德
国杯、欧冠、德国超级杯、欧洲超级杯五
个冠军的拜仁慕尼黑无疑是最大赢家，
拜仁当家射手莱万当仁不让成为最具竞
争力人选。

莱万个人表现近乎完美。自 2010 年
加盟德甲后，他每 109分钟就能取得一粒
进球，目前已经是德甲历史上进球最多的
外籍球员。就在他32岁这年，他不仅没有
遇到职业生涯瓶颈，反而迎来新高峰。

上赛季他以34粒德甲进球第5次赢得
“小钢炮”（德甲最佳射手），帮助球队夺取
德甲八连冠。德国杯赛场，莱万5次出场，
打入6球，其中决赛独中两元，拿到了德国
杯金靴。上赛季欧冠联赛中，莱万出场 10
次攻入 15球，位居欧冠射手榜首位，在比
赛场次因疫情缩水的情况下，距离C罗单

赛季欧冠17球的进球纪录仅差2球。
据统计，莱万是继 1971-1972 赛季的

克鲁伊夫之后，单赛季同时收获欧冠、国
内联赛以及国内杯赛 3个金靴的第一人。
莱万在上赛季 47场各类比赛中共打进 55
粒进球。这一成就，欧洲五大联赛中无人
能及。本赛季德甲11轮过后，莱万以13粒
进球继续领跑射手榜。

莱万在与竞争对手梅西所在巴塞罗
那的直接对垒中也完胜。拜仁在上赛季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上制造了 8:2狂胜巴萨
的惨案。此役莱万贡献一传一射，梅西没
有进球，赛后一度传出梅西要离开巴萨的
消息。

除了各大媒体几乎一边倒地预测莱

万将问鼎世界足球先生宝座外，国际足联
也在透露类似信息。国际足联官网前不
久刊登一篇题为《马特乌斯：只能是莱万》
的文章。德国足坛名宿、第一位国际足联

“世界足球先生”（1991 年）荣誉获得者马
特乌斯在接受国际足联官网采访时直言
不讳：“如果这次不是莱万，那可就神奇
了。”

马特乌斯说：“对我来说，胜出的只能
是莱万，这再清楚不过了。他赢得了所有
能赢的奖杯，打进了很多关键进球，并且
在射手榜排名第一。他具备所有能力，满
足所有条件，进可攻、退可守，比赛永远一
丝不苟，永远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他从
未像现在这样出色，他是真正的赢家，今

年没有人能跟他相提并论，无论在德国还
是在整个欧洲。”

莱万对自己上赛季表现非常自信和
满意：“我一直想要展现最好的自己，赢得
更多奖杯，进更多球。现在是我职业生涯
最好一段时光。我不希望这种最佳状态
只维持一两个赛季，我想要更持久的巅峰
状态。”

在得知金球奖取消后，莱万曾公开表
示遗憾和不甘，认为组织方过早做决定，
言外之意他相当自信可以获得金球奖。
已经获得本年度欧足联最佳球员的莱万，
完全有同样的自信，等待国际足联最佳球
员荣誉的到来。

（据新华社柏林12月12日电）

12月12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莱万多夫斯基（右二）进球后与队友穆勒（左一）交谈。
当日，在2020-2021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11轮比赛中，拜仁慕尼黑队客场以1∶1与柏林联合队战平。 新华社发

12月13日，山东鲁能泰山队球员费莱尼（中）在进球后与
队友庆祝。当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比
赛中，山东鲁能泰山队以1∶0战胜武汉卓尔队，从而以两回合
总比分6∶0晋级决赛。 新华社发

12月12日，皇家马德里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在 2020-2021赛季西甲联赛第 13轮比赛中，皇家

马德里队主场以2∶0战胜马德里竞技队。 新华社发

12月12日，保罗·罗西的棺椁上摆放着他曾经的国家队战
袍。当日，意大利足坛名宿保罗·罗西的葬礼在意大利维琴察
举行。作为意大利足坛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绰号“金童”的罗西
出生于1956年，曾效力尤文图斯、AC米兰等多家俱乐部，共获
得两次意甲冠军和一次欧冠冠军，于1987年退役。在国家队，
罗西为“蓝衣军团”出场48次，打入20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张骁）北京冬奥
会场馆建设进入密集完工
期。记者 12 日从北京市重
大项目办获悉，国家体育馆
北京冬奥会改造工程完工。

大量改造利用既有场
馆是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
一大标志特色。国家体育
馆作为曾经举办体操、蹦
床、轮椅篮球等项目的夏奥
及夏残奥赛场，改造后将举
办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和
女子冰球部分比赛、北京冬
残奥会冰橇冰球比赛。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
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介绍，
国家体育馆改造工程包括在
主馆增加冬奥会冰球比赛和

服务功能，将副馆改造为赛
时更衣区，并在场馆北侧扩
建冰球训练馆。改造后的场
馆总面积约9.8万平方米，配
有两块标准冰球冰面。

国家体育馆改造工程
落实“绿色办奥”理念，除积
极减少照明能耗并提升空
气净化效率外，还创新设计
装配式更衣室。

场馆赛后除开展冰球
运动外，还可以开展花样滑
冰、短道速滑等项目，甚至
具有开展夏季运动的多功
能转换能力。

据悉，北京冬奥会共有
7 个改造场馆，国家体育馆
是继国家游泳中心后第二
个宣布改造完工的场馆。

东京奥运火炬接力拟拒绝明星参与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王子江）日本政
府正在考虑一项新的防疫
政策，那就是不再邀请明星
和知名人士参加明年的奥
运火炬接力，以防他们造成
人群过度聚集。

共同社引述一名内部
人士的话说，日本政府将与
东京奥组委和其他相关机
构进一步商讨这项政策的
可行性，毕竟很多地方政府
和赞助商都已经将明星列

入了参加火炬接力的名单。
这名人士还说，日本政

府优先考虑排除的对象是
歌星等演艺界名人，与地方
政府有合作的前体育明星
不在排除之列。

根据东京奥组委公布
的最新奥运火炬接力方案，
明年的路线规划原则上保
持不变，接力将于 3月 25日
从 2011 年地震海啸灾区福
岛出发，在全日本进行为期
121天的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