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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热情

百名市民
崇州比拼钓鱼技巧

7月8日上午，由成都市体
育局和崇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崇州文化体育旅游局、桤泉
镇人民政府承办的成都市第四
届“安利纽崔莱”全民健身运动
会暨崇州桤泉镇夏日钓鱼大赛
正式开赛。

本次比赛以“闲钓荷间，健
身桤泉”为主题，倡导科学健康
的生活时尚，推动全民健身活
动进程，让更多人通过参与活
动感受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
乐，提高健身意识，养成健身习
惯，逐步将体育运动融入日常
生活。近年来，成都市体育局大
力推动全民健身互联网+的进
程，创新举办了包括徒步、钓
鱼、跑步、跳绳等诸多通过互联
网实施的全民健身运动项目。

上午9时30分，气鸣喇叭沉
闷的声音打破了湖面的寂静，
20支队伍的200名选手迅速各
就各位，长竿短竿汇聚在湖光
绿荫中间，所有人均屏住呼吸，
期待着鱼儿跃起的瞬间。经过
两个小时的紧张角逐，一篓篓
鱼获闪亮登场，桤泉镇的肥鱼
在阳光的照耀下晃动着每一个
观众的眼睛。一场垂钓盛宴，在
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原本只是评书艺术家原本只是评书艺术家、、皇家贝里皇家贝里
斯足球俱乐部主席李伯清在微博上斯足球俱乐部主席李伯清在微博上
的一次的一次““提劲提劲”，”，最终却变为一次全国最终却变为一次全国
瞩目的中泰足球民间交流瞩目的中泰足球民间交流。。

在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泰国国家旅游局、、四川航空公四川航空公
司等多方促成下司等多方促成下，，66月月2525日至日至3030日日，，李李
伯清带领皇贝足球俱乐部一行三十伯清带领皇贝足球俱乐部一行三十
多人多人，，在泰国进行了为期在泰国进行了为期66天的足球天的足球

““取经取经””之旅之旅。。
在那里在那里，，皇贝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皇贝看到了自己未来的

努力方向努力方向，，即便在回国之后即便在回国之后，，他们也他们也
将继续促进中泰之间的足球交流将继续促进中泰之间的足球交流。。

一场网络一场网络““约架约架”，”，将为成都的业将为成都的业
余足球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余足球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场约战 一次取经
“成都最牛坝坝球队”看到未来的自己

看到方向 走进校园

促进交流

球场虽小五脏俱全
对待客队极尽礼遇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球场，不需要很
大，但就是能够让你感到现场火热的氛围。”
第一次踏入蒙通联队的主场，皇家贝里斯队
主帅张林海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是一座没有跑道的专业足球场，正因
为如此，看台的容量有限，只能容纳1万多名
球迷。不过这种参考英超球场的做法，却拉
近了球迷与球员的距离。尽管球场的看台是
用钢架结构搭起来的，看起来比较简易，但
每到比赛日，这里都是座无虚席。

在与蒙通联U19队进行友谊赛的前一
天，皇贝来到这里踩场时，蒙通联队的主力
门将塔姆萨查南正在球场上拍宣传海报，他
也是泰国国家队主力——近几年来，蒙通联
队在亚冠赛场上表现抢眼，很多球员都成为
泰国国脚，也成为泰国广告界的红人。

虽然球场不大，但更衣室、会议室、陈列
室、健身房一样不少，处处体现出一支职业
球队的水准。为了迎接皇贝到访，他们在很
多地方都贴上了皇贝的队徽，并在休息室精
心准备了茶点；皇贝踩场时，蒙通联专门安
排了队医，保障客队球员的安全——此前，
这里曾以相同的规格接待过亚冠对手川崎
前锋队。无论是亚洲顶尖球队还是皇贝这样
的业余球队，蒙通联都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蒙通联队的硬件设施不如中国的很多
球队，但我们却能感觉到球迷对他们的热
爱。我们的俱乐部在建设球场时，往往追求
豪华、设施齐全，却忽略了一些最根本的东
西。”当年从球员到职业队主教练，再到业余
队主教练，张林海去过很多球场，他知道什
么样的球场才会让球迷产生归宿感。

为了发展青训，皇贝也正在筹建设施齐
全的专业足球训练基地。在如何经营球场方
面，蒙通联就是一个好的范例。

10年前是业余球队
如今变身亚冠豪强

如今，国内职业球队都在疯狂烧
钱，作为业余足球俱乐部，如何才能
健康发展，是困扰很多足球投资人很
久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李伯清和皇
贝的问题。但在蒙通联身上，皇贝看
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次带队前往泰国的皇家贝里
斯俱乐部董事长闫宇说：“经过这次
泰国之行，很多困扰我的问题终于有
了答案，蒙通联10年前只是一支业余
球队，和我们一样。现在人家是泰国
的豪门，在打亚冠，为什么我们就不
能做到呢？”

在与蒙通联俱乐部的交流中，闫
宇没有听到“烧钱”这样的字眼。“他
们走的模式就是和学校联动，每年从
数千名学生中选拔出好的苗子进入
俱乐部梯队，然后不断向上一级的
球队输送球员，现在蒙通联队里有
10名泰国国家队球员。这和我们俱
乐部当初的设想是完全相同的，那
就是坚持走青少年培训的路子，只
有自身有造血机能，俱乐部的路才
可能走得久，也才走得稳。听蒙通联
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青少年
球员是在100多个府进行选拔；我们
虽然不能全国海选，但是可以在全四
川选才啊！从各个中小学选，四川的
人可比泰国多多了。”

从2013年创建伊始，皇家贝里斯
俱乐部的目标就是“做中国最好的业
余足球俱乐部”。虽然距离这个目标
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闫宇已经看
到了正确的方向，值得俱乐部为之努
力奋斗。

泰国百年名校的育人之道
足球就是最好的团队教育

在返回成都的前一天，皇贝俱乐部来到
了泰国古都大城府的大城中学。这一行程是
泰国国家旅游局极力促成的，希望让孩子们
与皇贝球员近距离接触，更好地理解足球。

活动当天的气温高达38℃，但这并没有
影响孩子们的热情。欢迎仪式后，大城中学
的孩子们在张林海的带领下进行了训练，高
温让张指导很快就汗流浃背，不过与这些孩
子之间的互动让他非常开心。很快，球员们
也加入进来，双方进行混编比赛，皇贝球员
给孩子们好好上了一课。

而在足球比赛后，皇贝球员向孩子们讨
教起藤球技巧。小小的藤球在孩子们脚下非
常听话，但对于皇贝球员来说却并不容易。

“泰国球员脚下技术很好，这和他们经常踢
藤球有很大的关系，”张林海直言。

大城中学已有113年历史，是泰国排名
第三的中学，这里走出了很多泰国著名的政
治家、商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大
城中学校长瓦拉贡·任达姆表示，学校非常
重视体育教育，“大城中学的孩子们都热爱
体育，足球和藤球是最受欢迎的运动，目前
进行比较专业足球训练的就有50名学生，他
们都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比赛。”

据任达姆校长介绍，大城中学的孩子普
遍年龄从12岁到18岁，每天上午8点45上学，
下午3点20放学，放学后，不少孩子都会留在
球场踢球。大城中学的球场是一个标准的真
草足球场，球场两边搭建了简易看台，“一到
重要比赛，这些看台上都坐满了学生，学校
领导和老师都会围在一起为球队加油。”

谈到学校的足球，任达姆非常自豪，“我
们教育学生，不只是学习成绩，还要让他们
学会很多品质，比如面对困难，接受挫折，团
结协作，而足球就是最好的团队教育。”

每年邀请10名泰国孩子
来成都参观、交流、学习

此次皇贝泰国行为期6天，从李伯清到皇贝球
员都表示收获颇多，其意义并不只在于成都业余足
球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泰两国
的民间交流。而在回国后，皇贝方面也向泰国国家
旅游局表示，双方将继续合作，促进中泰民间交流。

在大城中学参观交流时，李伯清对这些踢球的
孩子非常喜爱，当了解到大城中学的孩子大多数都
上过中文课时，李伯清表示，希望能够让一些孩子
来到中国参观、交流、学习。随后，通过泰国国家旅
游局牵线搭桥，皇贝俱乐部与大城中学达成协议，
由俱乐部出资，每年让10名大城中学的学生来中国
学习中文。

对此，闫宇表示：“这也是我们为中泰文化交流
贡献力量，虽然每年10名学生不多，但是只要坚持
下去，一年10名，10年100名，然后通过这些泰国孩
子，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成都，了解四川，了解中国，
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此外，据闫宇透露，皇贝未来可能还会前往泰
国，也许参加的就是小孩子之间的比赛了，这也是
检验皇贝青训成果，让孩子们开阔眼界的一次绝佳
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宝山杯2017CBSA
彭州美式9球国际公开赛
冠军出炉

6 月 25 日，在成都彭州市
体育中心，中国台北选手柯秉
逸击败“撞球之子”杨庆顺，夺
得宝山杯2017CBSA彭州美式
9 球国际公开赛男子组冠军。
此外，女子组桂冠由世锦赛三
冠王刘莎莎摘得。

据介绍，彭州是西部第一
个拥有国际台球赛事的城市。
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台球协会、
成都市体育局、彭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彭州市文体广电新闻
出版和旅游局、浙江莱茵鸿翔
体育承办，总奖金高达63.6万
元。霍曼·索斯顿、吴珈庆、韩
雨、陈思明、凯莉·费雪等96名
选手在6月22日至25日的4天
里向冠军发起冲击。

此次赛事之所以在彭州举
行，不仅得益于彭州优美的自
然景观，更缘于彭州优越的体
育产业基础。“六山一水三分
坝”的自然格局，形成了丰富的
文化旅游资源和独有的休闲运
动体育资源，吸引了环中国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龙门山国际
山体户外挑战赛、全国女子篮
球俱乐部联赛、国际路亚垂钓
赛等众多赛事品牌和体育产业
在彭州落户。彭州美式 9 球国
际公开赛的举办，成为彭州体
育产业发展的又一亮点。高端
体育赛事的举办和丰富的体育
旅游资源，吸引了广大体育运
动爱好者和国内外专业选手聚
集，使得彭州的体育氛围愈加
活跃。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皇贝球员与泰国大城中学的球员一起训练 图片由皇贝足球俱乐部提供

李伯清向大城中学赠送球衣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亿万人中独
一无二的存在，都可能因为创造力而变得与
众不同，而运动正是一个绝佳的平台来让每
个人发声，表达自我、突破常规。

今夏，在这个专属运动的季节，为了号召
运动爱好者们探索运动创造力，释放运动天
性，全球著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将再掀全民
运动浪潮，倾力打造创意运动理想国“夏练国
度”。继去年在上海举办的“夏练国度”活动获
得热烈反响后，今年阿迪达斯会将运动战火
蔓延至全国四大城市。

自6月16日起至7月30日，从北京开启，
途经上海、成都以及广州，阿迪达斯将在四地
共同打造这场运动盛会，开启创意十足的运
动挑战，邀你#来创一夏#。而通过微信公众
号“成都运动家”参加相关活动，成都市民可
赢取30个活动的免费名额，在炎热的夏天体
验“夏练国度”。参加活动的每位朋友，都将获
得阿迪达斯赠送的相关礼品。

每一站“夏练国度”的活动现场，都将被
打造成富有创造力的新概念运动场。阿迪达
斯将携旗下六大核心运动品类足球、篮球、跑
步、训练、户外以及青少年全面出击，为运动
爱好者提供多类运动体验项目，在其中体会
创新、乐趣、提升自我以及发掘个性，尽享夏
日运动的淋漓畅快。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
四地的活动，阿迪达斯都将邀请到各界重量
级创造力大使助阵，带领运动创造者们共同
探索运动的无限可能。届时，不同领域的运动
达人，都将发挥运动创造力，引领积极健康的
生活方式，激发大众对运动的热情。

追求创新的国际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倾力
打造的“夏练国度”活动，即将于7月15日在
成都开幕。继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夏练国度”
活动获得热烈反响后，阿迪达斯将运动战火
蔓延至成都。在位于成都地标红星广场及远
洋太古里漫广场的室内场馆中，“夏练国度”
将开启创意十足的运动挑战，力邀运动爱好

者们#来创一夏#，并向所有公众免费开放。
届时，成都“夏练国度”位于红星广场及

远洋太古里漫广场的两个活动场地，将分别
被打造成了不同概念的运动专区：远洋太古
里漫广场涵盖训练、足球和篮球等运动类别，
将开设“都市能量三项”、“火拼篮球”和“青少
年夏季训练营”等多种训练课程，公众可通过
adiCLUB微信公众号预约课程；红星广场则
设有“自由点射”、“BOOST夏日跑”、“一战
橙名”等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运动项目，活动
期间公众可以直接前往现场参与。

为期9天的成都“夏练国度”不仅有专业
教练带领指导的运动体验课程，还有大型团
队课程及各类专项运动的小班课，能助每个
人在科学健身的同时，充分感受运动创造力
所带来的乐趣。阿迪达斯希望能够通过此次
活动，号召大众来练就自我，呼吁运动爱好者
释放他们的创造力，重新定义和理解现代运
动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牵手adidas送福利
30个名额体验“夏练国度”

●时间：7月15日~23日，每天10：00~22：00
成都商报活动名额课程信息：
●课程时间：7月22日20：00~21：30
●课程内容：急速消耗

●课程简介：主要锻炼的部位为上肢、腿部、核心
●名额：30名
●地点：成都远洋太古里漫广场 夏练国度多功能训练场
●报名方式：通过微信号“成都运动家”进入相关页面就可参加报名

成都“夏练国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