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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在訓練基地聊天。 資料圖片
■ 2016年初，瓊中女足隊員與來海南文昌出席宣
傳活動的碧咸擁抱。 資料圖片

這群居住在大山深處的女孩原本長大後
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割膠耕種，或早

嫁為人婦。因為足球，她們改變了人生。

進隊只為不花錢能上學
足球意味着什麼？在第一代瓊中女足
球員高禹瑩看來，當初只為了不花錢不
交米就能上學。
瓊中是海南最為貧困的地區，直到
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13
元，10年前更是窮到「整個縣城就一個
紅綠燈」。

瓊中女足主教練肖山發現，這裡的孩
子長年累月翻山越嶺、過溝爬樹練就了
良好的身體素質。通過評估，24名黑黑
瘦瘦的女孩成為肖山最初選中的隊員。
在2015年瑞典「哥德堡盃」世界青少

年足球錦標賽上，瓊中女足七戰七捷，
一舉奪得12歲女子組冠軍。此後舉辦的
兩屆瓊中女足實現三連冠。

24人考上大學走出大山
如果不是足球，她們可能一輩子都走

不出大山。
2011年夏天，高禹瑩、陳巧翠等6名第
一代瓊中女足球員，憑藉足球比賽獲得
的國家一級運動員資格，在通過文化課
考試後，順利進入海南師範大學。
12年間，瓊中女足培養了15名國家一級

運動員、42名國家二級運動員、24名球員
考入大學，兩名球員進入了國青集訓隊。
陳巧翠和高禹瑩畢業後回到瓊中女足

當職業教練，吳優便是他們執教的球員
之一。作為中國入選球童，7月15日，吳
優將赴莫斯科盧日尼基體育場舉行的世
界盃決賽現場。

教練：贏人生世盃更重要
對於52歲的肖山來說，把更多大山裡

的姑娘送進大學、國家隊，成了他後半
生的人生寄託。
「無論以後踢不踢球，在這些姑娘的人生

中，有過這樣一段經歷。」肖山說，「讓她
們在社會上能自主、自強、自立、自尊。」
肖山說，踢球以後她們的觀念也改變了，贏
得人生的「世界盃」更為重要。

同吳優一樣，幾代瓊中女足都抓住了足
球這根改變命運的稻草，他們人生的很多
「第一次」從這裡開始。「第一次看海，
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入住酒店，第一次
迪士尼遊玩，第一次出國……」
陳巧翠難忘第一次坐高鐵，肖山告訴隊

員說速度好比火箭，大家要坐穩扶好、身

體前傾，孩子們緊張得擺好姿勢。列車啟
動時，車廂裡一片尖叫，不久之後孩子們
便發現上了當，傳來善意的笑聲。
在北京，小球員們爬長城、遊歡樂谷、逛

王府井，在自助餐廳吃飯時，高高摞起的盤
子嚇壞了餐廳老闆。也是那一次王麗莉才知
道，原來廣告裡說的比薩還不如木薯好吃。

如今如今，，瓊中女足已經獲得了社會企瓊中女足已經獲得了社會企
業的贊助業的贊助，，不再為訓練經費發愁不再為訓練經費發愁。。但但
是起步階段的困難是起步階段的困難，，在主教練肖山的在主教練肖山的
記憶裡難以磨滅記憶裡難以磨滅。。
肖山當初是辭掉了一家足球俱樂部肖山當初是辭掉了一家足球俱樂部

的執教工作來到海南的的執教工作來到海南的。。20062006年年22月月
1515日日。。肖山從山區初選的肖山從山區初選的300300個女孩個女孩
裡裡，，挑選出瓊中女足的第一批隊員挑選出瓊中女足的第一批隊員，，
一共一共2424人人，，平均平均1313歲歲。。由於經費有由於經費有
限限，，為了養活球隊的女孩兒們為了養活球隊的女孩兒們，，肖山肖山
和妻子吳小麗四處想辦法籌錢和妻子吳小麗四處想辦法籌錢，，實在實在
不行不行，，就拿自己積蓄墊上就拿自己積蓄墊上。。20082008
年年，，44個月的經費沒有到位個月的經費沒有到位，，女孩兒女孩兒
們為了維持球隊的開支們為了維持球隊的開支，，甚至在訓練甚至在訓練
後出去撿垃圾後出去撿垃圾。。他還帶着隊員他還帶着隊員「「開荒開荒
種地種地」，」，改善伙食改善伙食。。

首遇強隊敗陣首遇強隊敗陣 化羞愧為力量化羞愧為力量
全國女足冬訓全國女足冬訓，，第一次與國內的同第一次與國內的同

行碰頭時行碰頭時，，陌生強隊瞬間將姑娘們打陌生強隊瞬間將姑娘們打
回了原形回了原形。。55場比賽裡場比賽裡，，全部告負全部告負，，
甚至以甚至以00：：77、、00：：88、、00：：99大比數落大比數落
後後。。姑娘們去食堂吃飯姑娘們去食堂吃飯，，還不敢走正還不敢走正
門門，，低着頭進去低着頭進去，，生怕被笑話生怕被笑話。。最後最後
一場球一場球，，賽前賽前，，肖山拿着兩袋咖啡去肖山拿着兩袋咖啡去
找對方教練求情找對方教練求情，，希望他們希望他們「「給孩子給孩子
們一點點自信心們一點點自信心」。」。
值得慶幸的是值得慶幸的是，，回到瓊中後回到瓊中後，，姑娘姑娘

們訓練更為拚命們訓練更為拚命，，經常主動加練經常主動加練。。她她
們曾偷偷找吳小麗們曾偷偷找吳小麗：「：「你讓師父不要你讓師父不要
對我們失望對我們失望，，我們一定會把輸掉的比我們一定會把輸掉的比
賽都打回來賽都打回來！」！」

瓊貧縣瓊貧縣女足女足 三贏三贏「「小世盃小世盃」」
1010歲山娃出征俄羅斯歲山娃出征俄羅斯 當決賽球童當決賽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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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一支主要由黎族姑娘組成

的球隊正擠在一間不足60平

方米的會議室內觀看俄羅斯世

界盃比賽。10歲的吳優格外

興奮，作為中國入選2018俄

羅斯世界盃的球童之一，她將

出現在世界盃決賽現場。這支

2006 年誕生於國家級貧困縣的業

餘女子足球隊三度蟬聯具有小世

界盃之稱的「哥德堡盃」世界青

少年足球賽冠軍。她們贏得了一

個備受關注的名字——瓊中女

足。 ■新華社及騰訊網

初期經營困難
女孩拾荒幫補

難忘首坐高鐵 以為快如火箭

■ 瓊中女足去年
第三度奪得「哥德
堡盃」世界青少年
足球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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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中女足主教
練肖山。網上圖片

■海南天氣太熱，隊員只有趁一早
一晚的時間訓練。 網上圖片

■■ 吳優獲選俄羅斯世界吳優獲選俄羅斯世界
盃決賽球童盃決賽球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陸不斷壯大 台海局勢改觀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月前執意「拔管」，阻止台灣大學校長當

選人管中閔就任，引起社會強烈批評和質疑，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接連

因處理「拔管」問題請辭。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全台家長團體聯盟（全家盟）與

各縣市家長團體昨日在宜蘭縣舉行聯合記者會，公開發表給蔡英文的一封信，呼

籲當局放棄政治任命想法，回歸專業，盡速選任合適的「教育部長」。

家長團體籲選新「教長」專業為重
斥台當局無視校園亂象 促棄政治任命盡速選賢能

聯盟認為，執政黨一圖己利，專注
政治追殺，無能也無意提出治台

良方。台灣當前經濟困頓、政治惡
鬥，年輕人沒有出路。

批評為成本任意滅校減班
為此，全家盟聯合來自各縣市的家

長團體同聲提出訴求，要求當局應
放棄政治任命想法，回歸教育本質，
盡速選任適格的「教育部長」，讓教
育體系可以早日正常運作，同時落實
大學自主，尊重大學的專業及學術自
由，為台灣學術界留下優質師資與人
才。
公開信亦呼籲，「教育部」應保障

弱勢群體的就學權益，逐年提升教育
經費，以學生的最大利益為考量；當局
也要拿出具體計劃，如何在人口逐漸減
少的趨勢下，持續努力保障學習的機會
均等，不是草率地以經濟成本為由任意
滅校減班；另外，對於日益嚴重的校園
毒品氾濫問題，當局更要立即拿出具體
有效的方法來因應。
全家盟表示，台灣當前的教育亂象

不斷，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現在是透
過公開信向蔡英文反映，但到了迫不

得已時也會走上街頭，展現出家長們
的力量。

「拔管」案後管中閔首赴陸
另據《聯合報》報道，管中閔昨日

赴陸參加24日在東北財經大學舉行的
計量經濟研討會，預定下午發表學術
演說。由於「拔管」案涉及台灣學術
自由及大學自主議題，在大陸與東亞
地區的學術圈引起廣泛議論，預料管
中閔此行將在大陸與國際媒體倍受矚
目。
管中閔的助理表示，學術活動無

關政治、經濟；管中閔身為學者，
參與世界任何學術活動，純粹是學
術性目的。
至於此行有無考量面臨台灣當局攻

擊？管中閔助理表示，這半年來，當
權者政治力全面介入校園，造成台灣
學術圈與大學內部寒蟬效應。如果管
中閔還懼此一步，只會讓當權者更無
所忌憚、台灣學術自由全面空骸化。
管中閔在遴選時，已提出台灣競逐亞
洲高教市場，對兩岸學術交流必須有
積極策略，他不能因政治箝制而坐以
待斃。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屬醫院（台大醫院）昨日傳出替
患者洗腎時，誤將自來水當成RO
逆滲透水使用事件，6名患者受影
響，其中1人死亡。據中通社報
道，台大醫院證實疏失，強調已向
家屬致歉，但證據顯示此意外與患
者死亡無關。

稱病人死亡因自身重症
據台媒報道，台大醫院加護病

房醫護人員在替患者洗腎時，疑
因透析機器接口附近標示不清，
接錯管線，將原本應接RO逆滲
透水的接口，接到一般未經過濾
的自來水。
台大醫院當天下午發佈新聞稿證

實此事，並指在事發後第一時間已
完成檢討改善，懲處失職人員。
不過，對於患者家屬質疑因洗

腎疏失導致患者死亡，台大醫院
則表示，目前證據顯示死亡原因
與接錯管線應無直接因果關係，
經院方初步研判，患者死因應和
自身重症有關，並以隱私保護為
由不多作說明。

自來水有菌會引起感染
台灣腎臟醫學會表示，一般自來

水有細菌和微量金屬殘留，清潔度
不夠，因此洗腎時，必須要用無菌
的RO逆滲透水，才不會引起感
染。類似意外事件在其他地區都曾
發生，但發生次數相當少，若有即
時發現補救，死亡機率極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聯
合報》等台灣媒體昨日報道，台灣西南方
位海域首度被發現有可燃冰，且存量豐
富。
台「中央大學」研究團隊主導的能源科
技計劃，今年邀請法國海洋研究船來台執
行岩心採樣等工作。本月21日凌晨3時，
勘探船隊在台灣西南方位海域鑽獲天然氣
水合物（可燃冰）。
台當局「科技部」22日發出的新聞稿

指出，發現地點位於北緯22度、東經120
度附近。勘探團隊中的科學家認為，該海
域擁有豐富的可燃冰存量，或能為台灣自
產再生能源找到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 第三屆
兩岸關係天府論壇昨日在
四川成都召開。據新華社
報道，海協會副會長孫亞
夫在會上表示，隨着大陸

綜合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就將贏得
與「台獨」勢力、外國干涉勢力的
較量，使台灣局勢大大改觀，使兩
岸關係形勢大大改觀，使台海形勢
大大改觀，使祖國完全統一迎來新
局面。

贏「台獨」勢力 統一迎新局
本次論壇以「新時代兩岸關係走

勢與展望」為主題，由海峽兩岸關
係研究中心、四川省台辦、四川省
社科院指導，四川省海峽兩岸交流
促進會、四川省台灣研究中心主
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廈門大
學、四川省社科院、台灣中國文化
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機構的60多
名專家學者共話兩岸關係發展。
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在會上表

示，當前兩岸關係貫穿着堅持與衝
撞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與圖謀「台
獨」、推動與破壞和平發展、維護
與衝擊台海和平穩定的較量。隨着
大陸綜合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就將

贏得與「台獨」勢力、外國干涉勢
力的較量，使台灣局勢大大改觀，
使兩岸關係形勢大大改觀，使台海
形勢大大改觀，使祖國完全統一迎
來新局面。
參會專家學者圍繞「涉台外部環

境變化與兩岸關係走勢」「民族復
興前景下台灣社會治理及民意走
向」和「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合作的
前景與作為」三個議題展開了討論
交流。
兩岸關係天府論壇前身為「兩岸

關係發展（四川）研討會」，於
2016年4月首次舉辦。

台西南海域現可燃冰
存量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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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家長團體聯全台家長團體聯
盟及相關教育團體盟及相關教育團體
在記者會上一同高在記者會上一同高
呼呼「「給我們適任的給我們適任的
教育部長教育部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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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朱自清誕辰120周年赴台
省親之旅暨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台北舉行，來自兩岸的表
演團體演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匆匆》、《春》
等經典名篇。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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