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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人足球的圈子里，广
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
五总被称为“五哥”。五哥超级
能侃，在会上发言要准备发言
稿，而且被“严令”必须照本宣
科，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讲话不
超时。在去年的五人足球赛季
结束后，羊城晚报记者与五哥
由“赛季”开始，一直聊到五人
足球的未来发展。

作为民间的体育赛事，广
东的五人足球赛也有赛季？
五哥说，确实有！ 不仅成型很
早，而且非常固定，如今已雷
打不动。

以 2019 赛季为例， 开季
时间是 5 月 12 日， 粤超联赛
率先打响，8 月初收兵； 随后
两周左右，城市冠军杯烽烟再
起；在 9 月初落幕后，粤甲联
赛、粤乙联赛、粤女五甲联赛
和小粤超联赛又陆续登台，一
直战至 12 月中下旬。 从粤超
打头炮，到小粤超收尾，赛事
举办顺序多年不变，各项赛事
的赛程、比赛规则、外援引进、
升降级等都已制度化。

五哥表示，广东将五人足
球运营制度化是全国最早的，
固定的赛制、 形式和时间，参
赛队伍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制度化还包括比赛项目
与国际接轨，因为国际足联有
11 人制和 5 人制和沙滩足球
三个项目。制度化是长期坚持
的结果，如果朝令夕改，制度
化则无从谈起。

如今， 粤超联赛已办九
届， 城市冠军杯赛也有九届，
粤甲八届、 粤女五甲七届，都
成为传统赛事。这些赛事又体
现等级化，粤超是广东五人足
球顶级赛事，粤甲
则是第二级别，粤
乙是第三级别，三
级比赛都是联赛，
采用循环赛制。 女
子五人足球普及

程度不如男子， 暂时只举办一
个级别的比赛。城市冠军杯则是
杯赛，与粤超、粤甲的关系，就像
中超、中甲与足协杯的关系。

五哥说：“比赛的等级化
是设置比赛悬念，作用是提升
比赛的关注度。 比赛的关注度
通常取决于三个条件： 水平、
球星和悬念， 但是业余比赛，
前两个是做不到的，所以悬念
最重要！ ”

小粤超是新推的赛事。 五
哥表示，这是为社会举办的青
训机构服务的，但公办中学逐
步认识到社会办赛是发展方
向，所以要求参赛的学校越来
越多。 除社会举办足球俱乐部
参赛外，去年还有天荣中学和
省实初中参赛。 这两所公办学
校队最终在八支参赛队伍中
列倒数两名，这与年龄偏小、
选材受学校所限有关， 但主
要原因还是五人足球在校园
的普及程度不高。“我非常希
望普通中学的球队在小粤超
取得好成绩， 因为这些孩子
综合素质高， 什么时候这些
学霸变身球王， 中国足球才
真正有希望”。

羊城晚报记者初识五哥
时， 他是甲 A 的太阳神俱乐
部副总经理，此后他曾任多家
甲 A 和甲 B 俱乐部的总经理
或副总经理。2012 年 12 月 15
日， 他发起创办无行政级别、
无行政主管部门、在省民政厅
正式注册的广东省五人足球
协会，助推草根足球，通过近
十年的摸索， 确定走制度化、
常态化、等级化的道路，最终
目标是走向市场化。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羊城晚报株洲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华晨新里程” 第 33 届晚报杯全
国业余 围 棋 锦 标 赛 昨 日 战 罢 第 11
轮， 羊城晚报尚道国际队在三轮比赛
中只取得三胜六负， 团体排名跌至第
26 位。

第九轮比赛，羊城晚报尚道国际队
主将郑伯钧在旗鼓相当的局面下，后
半盘收官连出疑问手， 最终执白中盘
不敌太原晚报队何亚傧，遭遇两连败。
第十轮， 郑伯钧执黑对阵镇江源春队
叶长欣，在稍差的局面下，收官阶段抓
住对手下出的缓招连抢几个大官子，
一举逆转局势， 中盘获胜。 但在第 11
轮快棋赛中，郑伯钧因体能消耗过大，
执黑不敌扬子晚报队于苏豪， 排名也
跌到第 50 位。 羊城晚报队老将李智华
取得两胜一负战绩， 小将谭善文则发
挥失常，惨遭三连败。

目前晚报杯还剩最后两轮比赛，齐
鲁晚报队的潘文君积 20 分匹马领先，
江海晚报队的马天放、 金陵晚报队的
周振宇、 北京晚报队的王异新与赵亦
康同积 18 分紧随其后，王琛、胡煜清、
白宝祥等 13 人同积 16 分位居“第三
集团”。 团体成绩， 齐鲁晚报队以积
63.40 分暂居榜首，北京晚报队以一分
之差排名第二，新民晚报一队、金陵晚
报队、太原晚报队、株洲晚报队分列第
三至第六位。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报道：
2020 年 FINA 冠军游泳系列赛 （深圳
站）今明两天在深圳大运中心游泳馆举
行， 中国名将孙杨、 刘湘以及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2 名顶尖游泳运动员
参赛。 孙杨将在男子 200 米和 400 米
自由泳两项上与立陶宛名将拉普西斯
一较高下。

本次参赛选手都是世界冠军、奥
运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等。 中国队
共派出 13 人参赛， 其中男选手孙杨、
徐嘉余 、汪顺、闫子贝 、季新杰 ，女选
手叶诗文 、刘湘 、傅园慧 、王简嘉禾 、
于静瑶、杨浚瑄、柳雅欣、余依婷。 外
国名将则有匈牙利“铁娘子”霍苏、立
陶宛选手拉普西斯以及俄罗斯选手莫
洛佐夫等。

昨天是广州富力新帅范布
隆克霍斯特上任后的首个媒体
开放日。

10 天前， 范布隆克霍斯特
正式出任主教练，如今与球队磨
合渐入佳境，已能叫出每名球员
的名字，也基本熟悉各人的性格
和特点。“我开始尝试记住他们
的中文名字，后来发现他们有绰
号或是英文名，因此记住他们并
不困难”。

范帅到来后，富力队保持一
周六天训练，增加早上 7 时到 8
时的晨跑，上午的训练节奏也比
过去紧凑。 在媒体开放日，全队
在大学城训练基地两块场地之
间来回训练，在结束一个场地上
的各个单项技术训练后，全队立

即转场到另一块场地进行分组
对抗，工作人员紧接着在第一块
场地布置下一阶段的训练器材，
训练持续三个多小时。训练结束
后，范帅还把陈俊乐、常飞亚等
留下来讲解技战术。

范帅直言：“我们需要把球
队调整到最佳状态，如今距离联
赛第一场比赛还有六七周时间，
我们要通过训练提升整体水
平。 ”春节期间，富力队前往泰
国冬训，“两个阶段的训练内容
基本是一致的，都是针对体能和
技战术上的训练。过去我针对新
赛季会有六周的准备期，这一次
有八周时间，有更充足的时间来
调整”。

到广州后，范帅基本都留在

训练基地，还没有到市内景点逛
一逛。 他对“新家”的印象很好：

“广州比荷兰我在的城市大得
多。 我每天都会在训练基地吃
午餐，这里的粤菜质量很好。 你
们也知道我有印尼血统， 我对
这边的食物非常适应。 未来有
时间的话， 我很希望到中国各
地走一走，了解这里的语言和文
化，参观各种寺庙，尤其想去故
宫看一看。 ”

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
昨天也出现在训练场。 近期有传
闻称，富力队有意引进广州恒大
老将郜林。 黄盛华对此回应道：

“如果所有传闻都能成为现实，
我们现在会有 50 名队员。 排兵
布阵方面一切以主教练 （安排 ）

为主。 ”
他表示，郜林、冯潇霆等都

是高素质的球员，但富力俱乐部
没有新的引援动向。“大家都知
道我们签了李松益，目前球队人
员充足， 也增加了几名年轻球
员，我们希望依靠现有的队员做
到最好”。

昨天训练，扎哈维、萨巴、托
西奇和雷纳尔迪尼奥等外援均
已归队， 但后腰登贝莱不见踪
影。 黄盛华透露，登贝莱在上赛
季很长时间带伤上阵，“他的膝
盖伤病需要进行彻底恢复，因此
这段时间留在比利时自主治疗
和进行恢复训练，下一阶段会随
球队去泰国冬训。 ”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人物专访

推动“三化”，走向市场化
———访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

全国晚报杯围棋赛

潘文君匹马领先

FINA 冠军游泳系列赛今天开赛

孙杨迎强力挑战
富力备战新赛季 范帅训练严要求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刚刚结束的西班牙超级
杯让西甲双雄各有“收获”：皇
家马德里打破从去年以来的冠
军荒， 巴塞罗那则下定决心换
帅。 巴萨俱乐部今晨宣布巴尔
韦德下课， 前皇家贝蒂斯主帅
塞蒂恩成为新主帅， 他与巴萨
签约两年半。

巴萨极少在赛季中途更换
主帅，除非忍无可忍，前几次帅
位更迭都是在赛季结束后，上次
赛季中途更换主帅，还是在 2003
年 1 月炒掉荷兰名帅范加尔。 巴
萨前主帅恩里克在 2017 年夏天
离任，巴尔韦德成为新帅。 他过
去两个赛季都带队夺得西甲冠
军，本赛季暂时排在西甲积分榜
首位。

巴尔韦德下课冤不冤？他
带队成绩貌似不错，但是巴萨
在他手下已经失去传统豪门
的精气神。进攻依靠梅西和苏
亚雷斯等球星的个人能力，防
守端则一团糟。 巴尔韦德有
“被逆转之王” 的称号， 尤其
不善打硬仗。 过去两个赛季，
巴萨在欧冠淘汰赛阶段分别
被利物浦和罗马上演大逆转，
令西甲传统豪门沦为笑柄。西

超杯半决赛，巴萨以 2 比 3
被马竞逆转，结果促成巴萨

决心换帅。
巴萨之所以到今晨

才宣布换帅，是因为寻找新主帅
不顺利，此前遭到哈维、科曼、波
切蒂诺的拒绝。

巴尔韦德 55 岁， 新主帅塞
蒂恩 61 岁。 与巴尔韦德一样，塞
蒂恩以前只有执教非传统豪门
的经验。 巴萨原本只打算与塞蒂
恩签约到本赛季结束，将其作为
救火主帅。 可是塞蒂恩要求签更
长的合约，巴萨又暂时找不到更
好 的 主 帅 ， 只 能 签 约 到
2021-2022 赛季结束。 不过巴萨
对塞蒂恩还是不放心，签到 2022
年夏天的合同其实由三部分组
成， 也就是“6 个月 +1 年 +1
年”， 巴萨有权在每一部分合同
结束时提前终止合同，无需支付
违约金。

塞蒂恩主打传控足球，与
巴萨风格契合 。 2017-2018 赛
季， 他带领皇家贝蒂斯夺得西
甲第六名。 上赛季，塞蒂恩在西
甲的经典战例是客场以 4 比 3
战胜巴萨， 控球率与巴萨基本
持平 ， 射正球门次数以 8 比 5
领先。 同样是在上赛季西甲赛
场， 塞蒂恩还指挥皇家贝蒂斯
在客场以 2 比 0 击败皇家马德
里。 不过塞蒂恩上赛季在皇家
贝蒂斯整体战绩不佳 ， 只获得
西甲第十名，去年夏天下课，被
前西班牙人主帅鲁比取代 。 塞
蒂恩赋闲至今， 终于等到执教
巴萨的天赐良机。

巴尔韦德下课
塞蒂恩接手

换帅
西甲·今晨

中超·焦点

征战粤女五甲
的华农队庆祝进球

巴萨

巴尔韦德（右）与马德里竞技主教练西蒙尼 新华社资料图片

对虾、生蚝成了坡头当地海产品的名片。 在数代人
的摸索下，当地的产业已经形成格局。 在南三岛的养殖
基地，布局整齐的室内虾塘中，对虾频频跃出塘面。站在
南三岛上，放眼这片海洋牧场，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

“每年开渔节，当地男女齐上阵，一齐拉大网，场面
非常壮观。 ”当地渔民黄先生告诉记者。

从早期的人工拉网，到如今的机器拉网，传承了几
百年的拉大网， 在不断改进。 习惯了和大海对话的渔
民，开始发展临海养殖。 以蚝、鱼、虾、蟹等养殖品类的
海洋经济正在加速集聚。

在官渡镇三角村， 养蚝近 30 年的黄才贵告诉记
者，如今正是官渡生蚝上市的时间，高峰期每天都有几
十吨生蚝从官渡出发，发往全国各地，点燃各地夜宵摊
食客的味蕾。

“官渡当地出产的生蚝蚝苗品质极优，不少外地人都
来要蚝苗。 ”黄才贵说，他从 20 多岁开始，便跟随当地的
长辈养蚝。育苗、制作蚝桩、蚝排等工序早已非常熟练。今
年，他养了有 10 多万吊生蚝，成为当地的养蚝大户。

官渡生蚝形似马蹄，味道鲜甜，出产的蚝苗也成为
不少地方选育的品种。 如今，官渡镇一年四季都有生蚝
卖， 官渡生蚝已经成为官渡镇乃至湛江市在全国的靓
丽名片。

除了生蚝， 坡头区悠久的对虾养殖史和不断更新
升级的养殖方式， 让坡头对虾行业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水准。

在南三岛莫村，一片片模拟大海原生态虾塘里，虾农
招先生正在调试虾塘底部增氧的纳米增氧机， 池塘中央
的涌浪机，涌浪机周围的水车不断交换虾池水层；不远处
的国联水产的南三基地上， 对虾养殖开创了现代化的室
内工厂化养殖模式，基地设置了育苗场、养殖场、培育车
间、科研中心、污水处理池，形成完整的对虾生产链条。

记者从湛江市坡头区当地政府获悉，去年 5 月，坡
头区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其主导产业是对虾。 产
业园确定“一心、一带、五园、多基地”的空间布局方案，
创建国家级对虾科技创新园、国家级对虾精深加工园、
深海智能化养殖园、 对虾种苗繁育示范园和循环水工
厂化养殖示范园。 据统计，2018 年，产业园对虾养殖面
积达到 5.64 万亩，总产量 4.29 万吨，实现对虾总产值
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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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跃人欢蚝档忙
万亩荷塘藕飘香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湛江市坡头区书写农海文化新篇章

坐拥雄厚的农海产业实
力，湛江市坡头区一直在推进
现代化农海产业建设，通过发
展新型农海产业主体，推进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加强农海产业的示
范作用，不断探索和提升农海
产业化的智慧化水平。

在国联水产南三基地，南
美白对虾迎来了工厂化养殖
的第一次入冬收获，基地虾塘
全部达到 5000 斤左右亩产，
基本实现了工厂化高密度养
殖模式的第一阶段目标。 基地
的工作人员梁欣受访时称，该
基地是从种苗繁育、 饲料营
养、生物饵料培育、检验检测、
养殖技术的研发到成虾养殖
全程可控的全封闭式养殖模
式，具有反季节、高密度、循环
水、绿色、健康、环保等特点，
是农业产业现代集约化发展
的典范。

据了解，目前国联水产南
三基地总占地 1000 亩， 建有
严格的生物安保系统、水质自
动调控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
统， 建立的大数据平台结合
5G 应用，逐步累积养殖数据、
水质变化数据和系统运行数
据，以最终达到整个养殖体系
的标准化。

作为对虾产业的巨头产
业， 国联水产的示范作用凸
显， 其智慧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 也成为行业升级的缩影。
坡头区相关负责人称，围绕对
虾主导产业，坡头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聚焦结构调整、生态绿

色、产业融合、技术集成、联农
带农、 改革创新等主体功能，
到 2021 年基本形成技术装备
先进、资源要素聚集、经营规
模适度、 一二三产业融合、数
量质量效益并重、生态环境可
持续、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现
代化发展格局，将产业园打造
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与
示范平台。

在坡头区莲藕产业园里，
记者了解到，该产业园依托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
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江西广
昌白莲科学研究所等 4 家省
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技术优
势，进行新品种引进、新产品
培育、改良等。 此外，园区内有
江淮园艺南方 （湛江 ）农业技
术研发有限公司、广东粤良种
业有限公司两家科研创新团
队，改良、培育了莲藕。 通过多
年的科研合作，重点对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藕种选育与高效
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莲藕
保鲜和贮藏加工等进行研究，
已形成了系列科研成果。

去年 6 月 19 日， 湛江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
人豪到吴川、坡头调研现代农
业产业园、水产产业园建设和
扶贫工作时强调，要加快推动
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做好现代化农海产业文章。 延
续传承了悠久农海历史的坡
头区，正在发挥产业园的集散
效应， 升级产业的智慧化水
平，开启新时代农海文明的新
篇章。

在乾塘镇南寨村，莲藕种植户李天弟
正在给收藕后的坡地翻土；藕塘专业合作
社里，自动化的车间内，新鲜出炉的藕粉
正被打包封装；在不远处，正在开建的升
级莲藕现代农业产业园在施工建设。 素有
“万亩藕乡”美誉的坡头区乾塘镇，出产的
“乾塘莲藕” 公共区域品牌也逐步成为省
内驰名产品，莲藕产品占据湛江 70%市场
份额，创建莲藕产业园条件已然成熟。

当地莲藕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业
祥受访时称，过去，乾塘镇当地村民在藕
塘里摸爬滚打，2003 年，当地引进了新的
品种，在坡地试种成功后，开始大面积种
植。 与此同时，以荷花为媒的观光旅游不
断刷新了当地颜值。

李业祥说，2007 年，当地开起了第一

家以专业的莲藕农业公司；2008 年，当地
成立第一家莲藕合作社。 随着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2009 年，市场反馈让李业祥
意识到，如果不调整莲藕产业结构，极有
可能出现“藕多伤农”的局面。 随即，围绕
成藕， 当地莲藕合作和农业公司生产了
纯藕淀粉、莲藕粉丝等，极大地丰富了莲
藕产品的产销链条。

如今， 乾塘镇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省
最大的莲藕产区， 有 100 亩种子生产基

地，3 万亩莲藕原料生产基地，2 条现代
化莲藕加工生产线组合拳有力推进，集
聚了多家综合实力强的新型经营主体和
科研单位带动产业壮大，“生产 + 加工 +
科技 + 品牌”的全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在莲藕产业园里，李业祥介绍，目前
坡头区省级莲藕现代农业产业园污水处
理厂、原料车间、月饼车间项目已开挖打
桩，污水处理厂设备正在采购中；太空农
博园去年10月29日开工， 道路建设已完
成50%的进度，农旅文化工程已完成60%
的进度，园区建设进展顺利。

记者从湛江市坡头区农业农村局获
悉，除了莲藕产业，坡头区当地坡头镇优质
青皮冬瓜、 麻斜街道办麻农牌软红米、官
渡镇优质香米3个项目成功申报“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项目。 2019年，该区进一步
加大了引进优良品种的力度，主要推广14
个农作物优良新品种，建设科技试验示范
基地8个，培养科技示范主体（户）1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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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智慧
新型农海产业迈上“智造”路

在湛江国联水产南三岛基地里， 室内养殖的对虾迎来了亩产
5000 多斤的收获；官渡镇三角村委会，大蚝养殖户黄才贵正在给生
蚝打包，准备发往海南；乾塘镇南寨村里，莲藕合作社的加工车间
里，藕粉新鲜出炉……冬季的坡头，充满着农海产业收获的喜悦。
去年 5 月， 湛江市坡头区对虾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被农业农村
部、 财政部批准创建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这一振奋人心
的消息，为当地的农海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这座一

直有着悠久农海文明的小城， 正利用智慧元素，
大处落笔，统筹并进，稳步迈上农海“智

造”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优质对虾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岛对虾养殖基地

万亩莲藕种植基地带动了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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