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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海河，微波荡漾，第十三届全运会即将
在津门开始，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
上周末，6000多名演职员在“逐梦远航”主题
的引领下进行了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彩排， 一场节
俭、精彩、有记忆点的文体展演很快就会呈现在亿

海南琼中女足纪实（ 上）

万观众面前。

—
——

记者为此采访了开闭幕式总导演孟可。
记者：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万人瞩目，你只

本报记者

编者按：《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实施以来，足球运动日益深

黄心豪

午夜过后，万籁俱寂，驱散了白天
的暑热和喧嚣的海口，进入了梦乡。但
在世界公园足球场， 仍能听到教练的
指挥声、 球员的呐喊声以及足球摩擦
草皮的稀疏声……
这是名声早已在外的琼中女足的

入民心。 全运会足球比赛除了专业组外，还增设了城市足球以及群众比赛笼
式足球赛。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琼中的少数民族小姑娘们
三夺世界青少年足球赛冠军，还夺得今年全运会笼式足球金牌。 琼中女足是
大山飞出来的“金凤凰”，五指山的精灵彰显了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敢于拼
搏、勇于追梦的体育精神和正能量，其足球发展之路和经验也值得全国各地
学习借鉴。

日常。 此时，她们已在夜间进行了三个

为吃饱饭来踢球

半小时的训练，也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

孟可：压力也是动力，它可以促使人完成不可

情况下，两人硬是招到了300个女孩。肖

能完成的工作。一旦全身心投入，它还会激发创作

山说，当初招来的队员没有一个是为了

灵感，有助于更好地呈现全运会开幕式，所以压力

踢球而来，大多数人只是因为球队管吃

很多时候是非常可贵的。

管住， 打赢了比赛还会有一些奖金，可
以给家里减轻负担。 甚至，就连“有鞋
村里的女孩子也是巨大的诱惑。

足才会一步步登上中国足球的舞台中

碧空万里，太阳映照着山上的槟榔树，

在琼中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女

心，夺得全运会笼式足球比赛冠军！

让人顿感安宁惬意。 但对于新村村民

孩们很早就会嫁人，2016年全县农村

王青来说， 这迷人的景色也不过只是

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有9713元，

个初中，然后就嫁人了。 ”

记者： 准备全运会开幕式的时间难道不能从
容一些？
孟可：之前，我们的第一套文体展演方案是按
照开幕式在白天进行设计的。5月19日，开幕式确定

教练从300人中，通过身高、体重、

在晚间进行，那天距十三运会开幕恰恰还有100天。

立定跳远、30米跑等简单测试最终确

记者：从白天到晚间，开幕式文体展演的呈现

球和读书， 她们很可能在这里随便念

汽车穿行在琼中长征镇深山中，

有100天准备时间。 压力这么大，怎么承受？

下的女孩不到5000人……就是在这种

穿”这样的理由，对于这些来自偏僻山
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到琼中县城踢

高强度训练，多年前少人关注的琼中女

一丛深山里的玫瑰用自己的努

不到9万人， 女性人口近4万人，16岁以

定了22人，而她们，就是现在这支琼中
女子足球队的雏形。

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怎样应对？
孟可：除了主题，原方案90%以上都要调整、

摆在肖山面前严峻的问题是，作

修改，甚至颠覆，我和导演团队的成员必须面对这

景色， 他还要在半山腰由一间简陋的

如此情况下，想要发展足球，尤其是女

为一支纯草根球队，经费从哪里来？球

个事实，以“白＋黑”“5＋2”的工作模式，全力以赴

更令人骄傲的是，在8月19日落幕

帐篷搭成的“家”里忙碌。 记者到时，

足，谈何容易？

队日常开销如何保证？ 对此， 琼中县

投入文体展演的创作与编排， 力争把最好的作品

的“哥德堡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

他正赶着鸡、鸭回巢。作为琼中女足队

足球教师、 琼中女足主教练肖山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从有限的财政收

呈现给观众。

琼中女足力压各路豪强， 再次夺得这

员王慧敏、王敏慧的父亲，谈起两个女

回忆说，2005年底，他和恩师谷中声来

入中拨款，县委书记、县长带头捐款，

项有“小女足世界杯”之称的邀请赛冠

儿，王青说个不停。

力、坚守，绽放出了绚烂的光彩。

到琼中，在琼中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主动拉赞助， 这才有了10余万元的第

军！在这之前，琼中女足姑娘们已连续

“家里穷，女儿走出大山去踢球，

持下，开始从事足球相关工作。结合当

一笔启动资金。

两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次，她们完

是好事。”王青说，他们一家五口，王慧

地的实际情况， 他们认为琼中发展男

成了令人敬佩的三连冠！

记者： 文体展演呈现方式的改变是否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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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预算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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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可：恰恰相反，开幕式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幅节省，至少在千

2006年2月15日，琼中女足正式成

万元以上。首先，我们筹备开幕式不能违背节俭的原则；其次，演职员从白天

敏姐妹前面还有个哥哥， 初中没毕业

足很难出成绩， 而当地的少数民族姑

立。 琼中中学操场上第一次有了足球

的26000人削减到晚间的6000多人，展演也由四幕减为三幕，人力及相关成

一支来自国家级贫困县、 琼中黎

就出去打工了。 自己平时也出去打散

娘一向吃苦耐劳、身体素质好，因此便

“正规军”。这在琼中，甚至海南都是第

本大幅降低；再次，对于声、光、电设备以及道具，我们采取“能租不做、能借

族苗族自治县的姑娘们， 是如何在足

工，农忙时回来务农。“我也是刚知道

将突破口选择为女足。

球场上走到今天？ 让我们细细品来。

她们姐妹俩获得全运会冠军， 非常高

琼中县共有19万人口，黎、苗两族

一次。那时，没人知道球队的未来在哪
里。

（下转第二版）

不购”的原则，因此总体开支不增反降。
记者：演职员减少近77%，文体展演的效果是否会受影响？
孟可：精彩的演出并不是由人来简单堆砌的，呈现方式发生改变后，特
别是声、光、电的引进，丰富了开幕式的表现手段，它不但可以弥补演职员数
量的减少，还能提升演出品质。
记者：除了时间紧、任务重，还有哪些难题要面对？
孟可：天气，尤其是三伏天。这次文体展演招募了大量大学生和小学生，
排练从6月5日开始，6月19日全面展开。 之后，三伏天到来，我们每天只能利
用早晨6点到9点半和晚间5点半到10点半这两个时段排练。 另外，又赶上大
学和小学期末考试，时间就显得更加紧迫。
记者：开幕式文体展演有哪些亮点？
孟可：本届全运会在天津举行，天津元素必不可少。我们熟知的歌曲《歌
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就是在天津创作了这部作品；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
天津人，他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天津市地标性建设“天津眼”也将出现
在展演中……
记者：群众比赛项目进入全运会充分展现了体育战线深化改革的成果，
开幕式文体展演中是否有所体现？
孟可：文体展演的第二幕便以“健康中国”为主线，通过“太极神韵”“少
年体育”“活力青春”“幸福生活”四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民健身。 之
前，本届全运会组委会还征集了10000多张群众参与健身活动的照片，届时
会通过特效手段呈现。
记者：圣火点燃方式历来受到关注，本届全运会如何点燃圣火？
孟可：这是秘密，谜底将在8月27日晚揭晓。 目前可以透露的是，它也许
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展现。

8月20日，十三运七人制橄榄球女子组决赛中，山东队以33比0战胜江苏队，夺得冠军。 图为山东队球员阮洪婷（左一）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

如何破解城市健身场地不足的困局？
—城市居民健身之惑之六
——
据新华社北京电 密密麻麻的高
楼大厦，找不到一块合适的运动场所。

有比较大的差距。 美国的人均场地面

施细则和政策法规， 在实施层面也未

明确指出， 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严格

建立有关部门分工协调的工作推进机

国家相关部委近年来发布了不少

落实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

制，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无法

场地设施不足是城市居民在日常健身

文件， 对城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提出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

保障的现象普遍存在。 对许多老城区

活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如何破解城

了明确要求。如《全民健身条例》规定：

方米”标准配建全民健身设施的要求。

而言， 由于在早先的规划建设中对体

市健身场地不足的困局， 新华社记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

然而， 政策的落地情况却并不十

育设施用地考虑不够， 公共体育设施

国家体育总局政府网站将于8月22日举行第七十五期“在线访

为此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以及住房和

身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分乐观。 虽然 《体育法》《全民健身条

建设目前无地可用； 对于新建住宅区

谈”。 本期邀请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罗超

城乡建设部权威人士。

规划，有计划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加

例》 等法律法规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规

（居民区）而言，《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

毅作为访谈嘉宾，以“创新谋划棋牌工作 引领世界智力运动发展”为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健身设施处

大对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公共

划、建设、用地、经费保障做出了规定，

设用地指标》 等规定也未得到切实落

主题，回答网友提问并畅谈相关话题。 访谈互动于下午3时准时进行，

处长赵爱国说：“跟一些发达国家相

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 促进全民健身

但在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 资金保障

实。

网友可以从上午9时开始提交问题。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比， 我们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方面还

事业均衡协调发展。

和使用管理方面， 仍缺乏相配套的实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 健身

本报社址 ：北京体育馆路 8 号

积超过10平方米。 ”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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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可在全运会开幕式文体展演排练中指导小演员。

总局政府网站“ 在线访谈”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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