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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马龙赢得了职业生涯第5个德国
公开赛冠军。在颁奖后接受采访时，德国
主持人用英语向马龙抛来一连串提问，马
龙随即用流利的英语对答，并向举办方和
球迷表示感谢。这一举动引来全场观众的
欢呼。

经常关注国际比赛的观众不难发现，
新生代的中国运动员越来越有“国际范”。
他们敞开心扉与各国选手交流沟通，在赛
场内外展现出自信和个性，成为体育交流
的使者。

今年国际田联室内巡回赛第二站比赛
中，赢得男子60米短跑冠军的苏炳添在赛后
接受采访时，就用流利的英语作答。近年来，
在钻石联赛、世锦赛和奥运会中的优异表
现，不仅让苏炳添成为领奖台上的常客，更
使他成为众多世界顶尖短跑高手的“熟人”。

在2017年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上，获
得中国游泳杰出贡献奖的孙杨，在发表感言
时也“秀”了一把流利的英语。他说，国际泳
联颁给他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一种认可，
更是一种鼓励。

获得 2017 年国际乒联“最佳女运动员”
的丁宁，同样在颁奖典礼上用流利的英语致
谢，体现了国乒女队队长的责任与担当：“我
会努力赢得更多这样的奖项，也承诺为在全
球范围推广这项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土耳其联赛打球的女排队员朱婷，
与各国队友同吃同住同训练，英语突飞猛
进，视野更加开放。她也在尝试成为中国
与土耳其两国间的友好使者。

新生代的中国运动员，正成为国际体
坛的一股新力量。场上敢拼搏，场下有风格，观众和对手钦佩
他们的实力，更认可他们的个人魅力。竞技体育不仅是要赢比
赛、拿冠军，更是国际交流和展示的舞台，在这一点上，中国
运动员的作用愈发凸显。

无论是秀英语，还是展现全方
位的魅力，中国运动健儿的真我风
采与真挚情感，展现出新时代中国
体育的形象。对此，我们既要有乐
观 其 成 的 气 魄 与 胸 怀 ， 也 要 有 保
护、引导、强化的意识，让中国运
动员与世界观众形成正向互动，提
升中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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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选拔赛举行
本报电（立风） 第 14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 （UWG） 中

国区选拔赛暨酷爱篮球全国青少年俱乐部冠军联赛，近日在北
京五方运动中心拉开战幕。全国近百家俱乐部参与了此次比
赛，获得优胜的冠军球队将代表中国赴奥地利参加世界青少年
体育大会篮球比赛。

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始于2005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
持的大型国际青少年赛事，每年6月在奥地利举行，为全球各地
19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分设了12个大项、多个年龄组的比赛。

17年前，正值“黄金时代”的中国足球
曾被一个信条所激励：态度决定一切。如
今，态度问题再一次成为国足的“短板”。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杯”比赛
中，中国队以0：6和1：4的大比分接连负于
来自欧洲的威尔士队和捷克队。难求一胜
的同时，部分队员的比赛态度以及主教练
里皮的排兵布阵也遭受质疑。

经历了“虽败犹荣”的世预赛 12
强赛，进入新周期的国足在球场内外暴
露出诸多问题，似乎正在消耗掉球迷的
好感。面对 1年后的亚洲杯，国足的改
变，需要从态度开始。

热血：国家队需要荣誉感

“希望所有球员是抱着极大的自豪
感和荣誉感来到国家队的，如果做不到，
我就不会招他们进国家队。”与捷克队的
比赛后，主教练里皮撂下一句“狠话”。

此前惨败威尔士队一役，部分国足
球员的比赛态度引来球迷不满。由于正值
中超联赛，一些球员或因担心受伤，在国
家队比赛中“出工不出力”。其糟糕的表现
不仅招致外界批评，也让里皮相当愤怒。

在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里皮说，比
赛最重要的是思想与拼劲，需要看到球员
的斗志。“如果我征调的球员不能表现出对
工作的热爱，我的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

主教练罕见地连续两场比赛谈到斗
志和荣誉感，说明部分球员的态度的确
出了问题。同威尔士队的比赛中，中国
队多次因自身失误导致丢球，有的球员
注意力不集中，屡屡出现失位。技不如
人是一方面，为国征战的态度和责任不
到位是更严重的问题。

所幸，主教练的提醒和舆论的批评
“点醒”了队员。次战捷克队，里皮对首发
阵容作出了 7 人大调整，球队甚至一度
在上半场取得领先。尽管下半场连丢 4
球，但球队的拼劲儿总算找了回来。里皮
也表示，球员全力以赴，不遗余力。

态度问题值得警醒，中国足球曾不
止一次地倒在比赛态度上。平衡好球员
为俱乐部踢球和为国效力的关系，不只

是中国足球的课题。但看到苏亚雷斯、
贝尔、卡瓦尼等世界级球星在同一块球
场上每球必争、玩命踢球，不知那些

“怠工”的球员会不会有羞耻之感。
为何在联赛赛场呼风唤雨的球员，

到了国家队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状态全
无？这其中，既有球员职业素养缺失、
俱乐部的价值取向扭曲等原因，也存在
整体环境和体制机制的问题。做好国家
队的约束和保障，重建为国征战的荣誉
感，需要多方努力。

去年，中国篮协将原有的女篮国家
队征召制改为邀请制，既尊重球员意
愿，也强调国家荣誉感。此举背后的考
量及用意值得中国足球学习。

应该看到的是，球场之上的一系列
改变已在悄然进行。在“中国杯”的两场
比赛中，很多球员遮挡住了自己的纹身。
严以律己，提倡正能量，这或许正是改变
的第一步。

理性：提高要靠时间和耐心

如果说态度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那么球队水平的增长则非一日之功。
“中国杯”的惨败，让人们看清了国足
与欧洲足球的差距。

里皮在分析时指出，比赛真实反映
了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的差距。而这一
差距是全方面的，无论是身体、技战术
还是比赛节奏、比赛强度，都有明显的
差距。

“中国足球不要觉得找来了世界冠
军教练里皮，就可以在 1年多的时间把
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的差距完全弥补
上，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过去的 1年
半时间里，中国队有所提高，但仅仅局
限于在亚洲足球范围内。”里皮说。

几个月前，当国足仅以 1分之差无
缘世预赛附加赛资格时，尚且能够昂着
头离开。经过里皮的调教，这支国足在
亚洲范围内仍有一战之力。但几个月
后，当“银狐”懊恼地坐在教练席上，
看着威尔士队肆意冲击中国队防线时，
现实无情地提醒着人们，国足仍是世界
足坛的“后进生”。

联赛的红火与大牌外援的集聚看上
去让国足成为人人钦羡的“富家子弟”，但

连年惨淡的大考成绩说明，国足在技战术
水准与青训水平上的差距非一星半点。

此次“中国杯”，除了夺冠的乌拉
圭外，其余 3 支球队都没有取得俄罗斯
世界杯入场券。无论是捷克队还是威
尔士队，都着眼于重建，征召了不少年
轻球员。中国队也同样如此，韦世豪、
何超、邓涵文、刘奕鸣等球员均得益于
联赛的 U23 政策而成长起来，也是未
来多年里国家队的顶梁柱。然而，通过
与两支“欧洲二流”球队的过招可以发
现，国足要想实现进入世界杯甚至走
得更远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追赶？唯有依靠扎实的青训，
按照足球规律办事。大胜国足的威尔
士，虽然只有300多万人口，却有11个
等级的联赛，源源不断的足球人才，正
是从这些联赛中产生的。只有依靠合理
的造血机制和提升能力的联赛体系，才
能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创造可能。

“希望球迷给予国家队耐心和信
心，国家队水平的提高不会一蹴而就，
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耐心
和时间。”里皮说。

仍是足坛后进生 如何迎接亚洲杯

国足：改变需从态度开始
本报记者 刘 峣

上图：里皮在场边指挥。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左图：于大宝 （左） 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中共江阴市委组织部（人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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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阴“暨阳英才计划”全球招募公告中国江阴“暨阳英才计划”全球招募公告
江阴隶属于江苏省无锡市，古称暨阳，地处长三角沪宁杭城市群

几何中心，是长江下游新兴滨江工业港口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江阴
现有各类市场主体15万家，9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12家企业
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6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拥有各类上市公司47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2家，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生态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最佳经济活力魅力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等百余项荣誉，实现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十五连冠”、中国全面
小康十大示范县市“十连冠”，位列中国工业百强县（市）之首，是中央
确定的改革开放30年全国18个典型地区之一，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全省目前唯一一个县级集成改革试点县市。2017年，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3488.3亿元，形成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车船及机械
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六大主导特色产业。

为大力引进江阴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加
快推进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

“强富美高”新江阴建设，根据市委《关于聚力创新实施“暨阳英才计
划”的意见》精神，现向全球发布江阴市“暨阳英才计划”人才招募公
告，真诚欢迎各类人才到江阴建功立业、尽展其才。

一、人才招募类型及要求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车船及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现代

中药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汽车及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
现代高效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面向海内外引进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技
术水平，具有国际科学视野和科技战略眼光，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
业化发展前景较好的科研成果或项目，能够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发展
高新产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一）顶尖人才团队
主要是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物联网、智能制造等重点产

业领域内，能来江阴创新创业或开展短期合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海
内外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最高奖获得者，世界知名企业首席执行
官、首席技术官，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主席、副主席、会士，世界知名大
学校长、副校长以及其他相同层次的顶尖人才带领的人才团队。

（二）创业领军人才
主要是指能引领江阴市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且

工作5年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技术成果国际先进、填补
国内空白并能产业化、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
则，能引领我市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改造，带团队、带技
术、带项目、带资金来江阴自主创业、兴办企业的科技领军人才。

（三）创新领军人才
主要是指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且工作5年以上或担任副教授、副研

究员以上职务，具有国际科学视野和科技战略眼光，有重大发明和重
大技术创新成果，领衔重大研发项目、解决核心技术难题，能来江阴担
任企业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或其它同等级别职务，领衔企业核心
攻关项目、解决核心技术难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层次人才。

（四）青年人才
包括青年创新人才和青年创业人才，主要是指35周岁以下，毕业

于海外知名高校及国内 985、211（双一流）高校，获得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有理想、能创新、敢担当，有志投身于江阴经济社会建设的各
类优秀大学毕业生。

二、支持政策
入选“暨阳英才计划”的领军人才及团队，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创业

支持、科研条件、居留落户、安家补助、子女入学、医疗保障、公共服务
等相关政策待遇。

1.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正式落地项目最高1亿元项目资金支持；给
予短期合作项目实际劳动报酬30%的薪酬补贴。

2.创业领军人才：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性资助，150万元安家补
贴；优先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股权投资；优先推荐申请“江阴市中小微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支持的最高500万元的科技贷款；给予在江
阴银行取得贷款的同期基准利率50%的贴息支持，同一年度贴息最高
100万元。

3.创新领军人才：给予30%薪酬补贴，80万元安家补贴。
4.青年创新人才：给予优秀博士毕业生 10万元安家补贴，入博士

后工作站的给予1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分别给予博士、硕士、学士为期
3年，每月1000元、800元、500元的租房补贴。

青年创业人才：给予最高5万元创业项目支持，6000元一次性创业
补贴，3年社保补贴；给予累计最高10万元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给予3
年创业租金补贴，每年最高5000元；给予3年租房补贴，1500元/月。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中共江阴市委组织部（人才办）
联系人：周梦健
联系电话：+86-510-86860917

+86-13225107273
电子邮箱：jyrcb0925@163.com

一、参赛对象：在智能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四

个行业领域内，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人才和团队。

二、大赛安排：
1.大赛报名：发布之日起至4月9日。
2.项目初审：4月10日至15日。大赛评审委员会对报名项目进行

综合评价后，确定邀请参赛的创业团队。
3.报到参赛：5月7日至9日。决赛采用现场6分钟路演及评委提

问、互动答辩的方式进行，根据现场答辩情况确定获奖创业团队。

三、参赛奖励：
1.给予大赛获奖项目最高5万元的奖励，并直接推荐参加江阴市

第二届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复赛。
2.获奖创业团队在江阴国家高新区注册落户的，经评定后可享受

50万元至 10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优先提供 100平方米左右孵化
场地或5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的加速器厂房，并享受入驻房租减免
政策。

3.获奖创业团队在江阴国家高新区注册落户的，优先享受100万
元至 300万元的创业投资资金，优先享受科技贷款支持，优先推荐给
本地创投机构和银行，优先获得江阴国家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资金支持。

4.给予获奖人才和团队“暨阳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相关优惠政
策和待遇。

四、报名方式：
联系人：江阴国家高新区科技局 刘莹莹
联系电话：+86-510-86869513

+86-13961681054
联系邮箱：joindcxcy@163.com
微信公众号：江阴高新区科技局

2018年江阴国家高新区
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全球征集公告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8年3月28日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