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球员
需要时间去打磨

专访“青训教父”程显飞——

责编 李东 美编 唐倩 杨培央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体育·文娱 11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 /行 /天，每行13个字

86511885� �86621326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声明公告
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
商务信息

优
势
广
告
平
台

微信号：miumiu19890815
QQ号：2413397691
QQ号：847451695

声明·公告
●成华区龙马套装门经营部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01086003
11435)遗失作废
●成都市青羊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6年07月13日核发的四川
通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629534616D） 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 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徐爱斌
律师执业证 （证号1510120141�
0713264）遗失作废。
●王安军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 （证书号： 川建安C（2017）
0021271）及四川省住建厅颁发的
安 全 员 证 （证 书 号 ：511719�
90006563）遗失作废。自本声明见
报日起， 其它任何人或企业冒用
此证书与本人无关。

●白遵诚、 刘晶晶购买四川煤
田瑞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
付款收据0002373号 （金额301�
636.00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伊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7693661169R)、 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293481
02，账号4402265209000047135）
遗失作废

●公告
由四川旅游学院建设的产

教融合综合楼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正在调整公示中，相关内容将
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3��
日公告， 载体为成都市龙泉驿
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子站（网址：http:
http://www.longquanyi.gov.
cn/lqyqzfmhwz_gb/c123736/bm

_qgtj.shtml）、成都市龙泉驿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及项目现场公
示。恭请各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各
界人士前往上述地址查看，若有
任何问题请及时告知公证单位
和我局。 龙泉公证处：84867437
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84852585

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4日

●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府城大道西段601号6号楼
21层1-9号共计1323.19平方米
的办公用房整体进行招租，本次
招租标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
网站：http://www.cdggzy.com
●成都高新区紫荆嘉苑第五届
业委会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作

废， 开户行成都银行紫荆北路
支行，核准号J6510057986101
●成都西西弗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提督店税控盘遗失， 税控盘
（TCG-01） 编号：8899061163�
41，特此登报说明。
●金牛区华龙玛钢管件经营部
在浙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开户
许可证(J6510082183501)2019年5
月1号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提示：本专栏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在任何网站发布广告代理事宜。

郎朗迎娶
德国女钢琴家

“我找到我的爱丽丝啦。”法国当地时间6月2
日，郎朗与德国青年钢琴家Gina Alice在巴黎历史
悠久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婚礼晚宴，并在微博发布甜
蜜爱情宣言，羡煞旁人。一直以来，郎朗的感情世界
都被大家所关注，但以音乐事业为重的他鲜少提及
自己的私人生活，如今终于在36岁时完成了人生中
的婚姻大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了解到，此次婚礼仪式在
法国某酒店举行。作为凡尔赛宫文化交流大使，当
晚郎朗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了婚礼晚宴。婚礼现场
除了郎朗及新娘Gina Alice的家人和朋友之外，英
国王室迈克尔王子，歌剧之王多明戈，华语乐坛领
军人物周杰伦、昆凌夫妇，美国著名音乐人约翰·传
奇夫妇，当代艺术大师蔡国强，严培明，唐卡大师娘
本，木雕大师黄小明，LVMH集团总裁伯纳德·阿诺
夫妇等亲朋好友均到场祝福了两位新人。整场婚礼
优雅而浪漫，两位新人在众人的祝福下交换了誓
词，新娘子Gina Alice也因为众人的祝福，落下了动
情的眼泪。晚宴上郎朗和Gina Alice的即兴四手联
弹，成为了整场晚宴的最大亮点。此外，他还与周杰
伦即兴联合演奏《青花瓷》，清韵悠长的“中国风”在
凡尔赛宫飘荡。

记者了解到，郎朗和新娘Gina Alice几年前相识
于德国柏林，初次见面郎朗就对这个长相甜美又有
才华的女生很有好感。作为音乐家同行，两人有许多
共同话题。Gina Alice，今年24岁，德韩混血，毕业于
汉堡音乐戏剧学院，她从4岁开始学习钢琴，8岁起开
始在公共场合进行钢琴独奏演出。Gina曾创作过多
首乐曲，她在柏林爱乐大厅举办过三次音乐会，也曾
多次在中国与广州、深圳、沈阳交响乐团合作进行音
乐会演出。除了音乐上的才能，Gina Alice颇具语言
天赋，原本就精通德语、英语、法语、韩语等多国语
言，如今的Gina也说上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不同于此前
参加越南青年足
球四国邀请赛不
敌泰国和缅甸的
U18国青B队，此
次出征熊猫杯的
U18国青，已经
集齐了国内这个
年龄段最好的球
员。但他们在熊
猫杯上三战全
败，没有展示出
丝毫的亮点。这
也使得他们成为
了网友口中“史
上最差国青”，就
现在看来，这支
国青参加今年11
月开始的2019年
U19亚青赛预选
赛，获得2020年
举行的亚青赛决
赛圈资格，再冲
击世青赛参赛名
额的前景堪忧。

2016年就开
始建队，至今已有
三年，按理说U18
国青本不该收获
目前这样的结局。
然而，之所以打到
这般田地，是中国
的青训出了问题
吗？这届国青队的
基本功真的如此
之差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对此
在云南专访了有
着“南根宝、北显
飞”之称的著名青
训教练程显飞，他
也说出了自己在
基层青训中遇到
的困惑和面临的
问题。

独特选材理念 造就多名国脚
作为一名青训教练，程显飞和中国数万名基层

足球教练一样，有着长期暴晒而形成的黝黑皮肤，
也有着对足球事业无与伦比的热爱。程显飞在中国
足球取得的名声，来源于他像个机器一般，培养出
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冯潇霆、董方卓、朱挺、赵旭日、
权磊、赵明剑、于汉超、戴琳、杨善平、杨旭、王大雷、
刘奕鸣……程显飞带出来的国字号球员之多，已经
能组成一支十一人的球队，外界甚至给了他“大连
青训教父”的称号。

“他在选人上特别有自己的一套，很厉害，很会
发掘球员的潜力，被他选中的成材率都挺高的。而
且他特别敬业，带着我们训练从来都是特别准时、
特别认真，我们一点松懈都不行。大连足球连续多
少代球员都是他培养的，他可以说是大连青训教父
级别的人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现效力于山
东鲁能的戴琳这样评价程显飞。

程显飞从球员退役后，1993年就成为了一名教
练，1996年，程显飞从校园足球做起。因为积累了工
人联赛、乙级联赛、甲B联赛的经验，在选材上，成为
了程显飞的一个强项。

程显飞把自己的选材理念总结成了三点，“首
先看孩子的悟性，就是他对球的感悟。有的孩子不
一定会踢球，但我通过他踢球的一个动作，就能感
受到这个孩子将来在踢球上有什么发展。悟性包含
了他的灵活性、踢球的感觉；第二看速度；第三看小
孩父母的身高，因为中国运动员有一个最大的特
点，真正个子矮的能够成材的比较少，所以我对运
动员的身材比较重视。个子矮的和身材高的球员，
在速度一样，灵敏性差不了多少的情况下，我为什
么要个子矮的呢？其实身高只有1米5我也要，但有
一个前提，速度要绝对的快，要非常灵活。就像身高
只有1米58的泰国球员宋克拉辛，他的力量、启动速
度、传接球是中国运动员缺少的。”

这当中不可避免有“废料”，但程显飞先后带了
四五支队伍，他带的球员成材率非常高。

身体条件差 要靠自律来弥补
在程显飞带过的球员里，大部分还活跃在中超

赛场，但已从球场消失的董方卓让他觉得非常可
惜。“董方卓是我在他小学五年级开始带的，这一年
龄段是关键的打基础的时候。直到目前，董方卓的
身体条件、速度和门前的感觉、控球，在国内来说都
是首屈一指的。”

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程显飞认为冯潇霆、于
汉超的身体条件比不上董方卓，但冯、于两人为什
么30多岁还能在球场，是因为自律、严谨。“郑智为
什么能踢到今天？其实回过头来总结就是吃、穿、
住、行等方面的自律，但有相当一部分队员在这些
方面有欠缺，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教练去引导，球员
可能会更好。当年我对董方卓很好，因为他的父亲
很早就过世，在这个过程中，我做了一个教练应该
做的。这个孩子人品也很好，但去到国外后，可能在
训练方面没能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中国
球员出去后，面对一个新的世界，董方卓在国外可
能没遇到一位能引导他怎样才能成为球星的好教
练，所以董方卓过早地回来了，按理说现在他还可
以踢，但非常可惜。”

程显飞还举了杨善平和赵旭日的例子，“杨善
平是1987年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有身高但速度并
不快，爆发性也没有，位置感弥补了他的不足。后期
他能在辽宁队在后卫线上占据绝对主力的位置，是
后卫线上的顶梁柱。赵旭日是我在一个校园足球的
比赛中发现的，当时他在大连一个不起眼的学校，
在比赛中我发现这个孩子挺能拼的，他和杨善平类
型相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努力。我都没能
想到他们能进国家队，应该是后期他们遇到了好教
练，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

U18国青在熊猫杯三战全败，U18国青
法国主教练贡法龙在熊猫杯开赛前，以中国
球员基本功太差为理由辞职，程显飞也知道
了此事。但程显飞不信贡法龙所说的话：“中
国足球现在处于改革开放之中，但真正好的
教练或有水平的教练，到中国来的并不多。
虽然也有好的外教，但永远记住这一点——
一些外教是来中国赚钱的，训练时间超过一
分钟他们都不干。外教都是训练一个半小时
就完了，而中国球员需要时间去慢慢打磨，
一个半小时训练时间太短，中国人不具备欧
洲、南美球员的天性。中国球员要达到欧洲
和南美球员的水平需要埋头苦练才能赶上，
日本、韩国的训练量都比中国球员要大。”

现阶段中国校园足球搞得轰轰烈烈。程
显飞多年扎根青训，他认为在中国，踏实做
事的人大有人在，可是相当一部分人没在第
一线。从他在大连和云南两地的经验来看，
开展校园足球，应该是有重点。“在资金和师
资力量上，有的学校可以倾斜一点。现在一
些地方有个怪现象——真正搞足球的，却没
有投入；培养不出来的，地方足协却愿意投
钱。我对这一点相当不理解。大连东北路小
学之所以青训出名，就是大连足协对此进行
了重点投入。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应该向大连
学习，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起带头作用的
学校，用“火车头”来带动这个地区的青训发
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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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2岁的程显飞到了云南，出任
云南昆陆足球俱乐部青训主教练。在云南，
他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说：“我看看在
离开了大连以后，是否还能培养出好球员。”

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程显飞在大连青训
中驾轻就熟的模式，在云南却又是另外一码事。

2013年，云南足协就通过中国足协邀请
程显飞，希望找一个青训经验丰富的教练帮
助提高云南的足球水平，“那时我正带着辽
宁全运队，所以最终没能成行。”2015年，程
显飞以青训顾问的身份来到云南，这是程显
飞第一次接触云南青训。2016年，昆陆足球
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成立之初，
就把青训列为发展重点。多次接触之后，程
显飞最终做出了到云南执教的决定：“我的
想法是，既然在大连带过4支队，积累了一定
经验，在大连能培养出人才，我就想在云南

也能培养出来。”远离家乡来到了云南，这对
60岁出头的程显飞来说，不是一个容易做出
的决定。

但万万没想到，一年多下来，程显飞两
次打了退堂鼓，但都被俱乐部挽留了下来。
现在程显飞带4个年龄段，加在一起，仅有60
个孩子。这些球员中，大部分是昆陆足球校
园足球里踢出来的，有个别慕名而来的，但
程显飞真正看好的，却引不进来。“我现在在
云南找一个队员都找不到，云南本身足球就
很落后，我在大连的时候，遇到云南的球队，
用二组去打都能随便打五六个。可我来到云
南后，遇到好的苗子，一些地方足协就是不
给。”这让程显飞觉得不可思议。在云南，程
显飞去了很多地方挑队员，最后都是白费工
夫。这让程显飞不禁感叹：“俱乐部给足协钱
都弄不来队员，我们怎么会有翻身的一天？”

好苗子稀缺 要出成绩很困难

用“火车头”带动青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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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创画廊为核心
大川巷艺术街区开街

近年来，成都正从悠闲之城向兼具原创力、想
象力和时尚力的文创名城转变。艺术，在这座城市
里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中锦文化传媒获悉，以原创画廊为核心的
艺术街区——大川巷·派叁画廊艺术街区，已经正
式开街。

走进这条大川巷，明清时期的古城墙、上个世
纪的老楼、成都老街区典型的烟火气，跟新修的古
风门廊形成鲜明对比，而街道两旁的原创画廊也十
分引人注目。派叁街区由大川巷、大安正街、青莲上
街三条街巷构成，肌理形状刚好如同圆周率“π”，
由此得名“派叁”，取其生生不息、创意无限之意。

大川巷·派叁画廊艺术街区的诞生，填补了成
都本地以原创画廊为核心的艺术街区的空白，给
成都注入全新的艺术活力，在丰富成都市民文娱
生活、建设突出“公园城市”特色的文商旅融合特
色街区、塑造成都“三城三都”城市品牌等方面意
义深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郎朗与Gina在巴黎完婚

国足昨日在广州集结，主帅里皮迎接队员

程显飞在云南抓青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