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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国小子闯入美国大师赛
与
伍
兹
同
场
备
战

高尔夫“神童”关天朗
吴建珍

“老虎”伍兹亲自授教，高尔
夫球教父级人物杰克·尼克劳斯面
谈指点，这一切都为了一位来自
中国的 !" 岁高尔夫神童关天朗。
美国大师赛于 !! 日开
赛，首次参赛的关天朗以
#$ 杆，高于标准杆 % 杆的
成绩完成比赛，同时创造
了美国大师赛最 年
轻球员的参赛纪录，
震惊了整个高尔 夫
世界，一颗高尔 夫
球明日之星正在 冉
冉升起。

老爸引路 痴迷高尔夫

频和录像，后来便成了父亲的跟屁虫，经常
和父亲去高尔夫球场，就这样，关天朗从小
就爱上了高尔夫。
关 天朗 从 小 练 球 很 刻 苦 ， 2 岁 多 的 时
候，就开始跟随广州市青少年高尔夫球队训
练。当时，很多一同训练的孩子在休息的时
候，他总是在一旁翻阅高尔夫球杂志，认真
地钻研 着高 水平运 动员 的挥杆 动作 。 ( 岁
时，关天朗就自信地告诉爸爸，自己的目标
是能在同一年独揽四大满贯冠军。启蒙教练
丹尼·韦博评价他做事专注认真，十分自信，
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
子。现在，关天朗除了要在学校上课外，每
年暑假还要去加利福尼亚接受高尔夫训练。

伍兹称赞 偶像的力量
关天朗的偶像是泰格·伍兹，从小就喜
欢看伍兹的比赛。 !,,0 年伍兹首次来中国
参加汇丰冠军赛，关天朗就央求父亲带他去
看比赛。0 年以后的汇丰冠军赛，作为青少
年组优胜者的关天朗有幸和伍兹打了一洞，
表现非常不错。关天朗则告诉大家：“我的
偶像是伍兹，他在球场上让我见识到顶尖球
员怎么打球。”
%2 岁的关天朗之前在中国已经与伍
兹有两次接触，他说自己要仿效偶
像伍兹的成功之路，在转职
业后尽快赢得大满贯
冠军。年少成
名的关天朗对伍兹有
着无限的崇
拜，
“伍

落
子
%- 名种子选手会师。本选赛第一轮的
较量中，常昊九段、俞斌九段、芮乃伟
九段和罗洗河九段等老牌棋手 均告失
利，参赛的 & 位女棋手和业余棋手全部
出局 ， “ 1, 后 ” 新 锐 棋 手 势 头 强 劲 。
%% 日本选赛第二轮中，&! 位
高手捉对厮杀，

“关店潮”来势汹汹
国产品牌业绩低迷伴随而来的是接踵而至
的“关店潮”。在 !,%! 年全年，除 &-% 度去年
店面数量增长 !%/ 家以外，其他五大品牌关店
总数接近 0,,, 家。其中李宁关闭了 %(!% 家门
店，为六大品牌之最。匹克以 %&!& 家紧随其
后，中国动向 %%,% 家、安踏 01, 家、特步 (家。
运动服饰品牌观察专家马岗认为，国内运
动鞋服行业业绩整体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涨，而居民整体消费
意愿疲软；二是运动品牌零售渠道趋于饱和，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三是大众消费趋势由运
动潮流向选择面更广的休闲时尚方向转变。

促销解困不可取
关店潮来袭，一方面是经营费用上涨、投资
回报不理想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量的积
压库存。为了消化急速扩张带来的高库存，
各大
国产运动品牌纷纷采取打折促销等措施应对。

页。南山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
“深港历史之根”，是深圳市旅游基地，也
是深圳市教育科研基地，教育综合实力
居全省前列。华润深圳湾体育中心“春
茧”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后海中心区东北
角，外形恰似一只蚕茧，正是“春茧”别名
的由来。作为第!-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的主要场馆，华润深圳湾体育中心
场馆硬件设施的优越赢得了外
界一致好评。

!!!!!!!!!!!!!!!!!!!!!!!!!!!!!!!!!!!!!!!!!!!!!!!!!!!

#, 年前 2 岁的关天朗第一次拿起球杆便一发不可收
拾， 0 岁开始参加比赛， - 岁每年就定期前往美国参赛，
%% 岁拿到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 岁成为中国业余
结果
高尔夫公开赛冠军……
邱峻、
朴文
关天朗最初接触高尔夫是缘于父 亲。
垚、李喆、古灵益
关天朗父亲关汉文是个高尔夫球迷，
等名将纷纷获胜，成功晋
经常托朋友从国外带些录像
级，获得与
%- 位种子棋手争夺
资料，关天朗从小便
挑战权的资格。
和父亲一起看
中 国 围 棋 名 人 战 于 %1(( 年 创 办 ，
教 学 视
本报
是备受世界围棋界瞩目的品牌赛事，目
电 （记者朱
前已成为中国众多围棋赛事中的 佼佼
凯） “春茧杯”第
者。名人战的比赛形式不断改革创新，
二十六届中国围棋名人战
规模和形式上已经接近于公开赛。行业
%, 日在中国棋院开幕。
资源、媒体资源还有政府资源的配置，
本届名人战比赛分为五个阶段，分
让名人战充满活力。本届赛事，主办单
别是网选赛、本选赛、本赛、挑战权赛
位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携手，为这
和挑战赛。有 -2 位棋手参加本选赛首
项历史悠久的新闻棋战掀开了新 的一
轮比赛，棋手连胜两轮方能出线 ，与

兹是我的偶像，他真的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能学习他如何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手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帮助。”关
天朗说。
%%日美国大师赛开赛，此前关天朗刚刚同伍兹完成了
1 个洞的同组练习。对于这名中国小将，伍兹也是赞不绝
口。“我 %2 岁的时候还只在尝试尽量打更多比赛，打一
场美巡赛事已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更别说是大师赛了。他
是稳定性很高的球员，从判断、战略到最后更好地完成部
署，他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伍兹说。

高人指点 享受大满贯
有着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师赛是高尔夫四大满贯赛之
一，参赛选手的选拔条件极为苛刻。现世界排名前 0, 名
的职业球员、- 名国际杰出业余球员和往届冠军得主在内
的 12 名球员将角逐属于冠军的绿夹克。关天朗的参赛，
则创造了美国大师赛最年轻球员的参赛纪录。
赛前，关天朗便和大师们进行了“约会”：
周一和周二的练习轮分别和前大师赛冠
军本·克伦肖和汤姆·沃森一起下
场；周三传统的三杆洞竞
赛，和英格兰名将尼
克·费度爵士
同组；

滑雪冠军赛激战牙克石

邹市明
“拳”新出发
胜利与质疑并行
张

程

放慢一点了。

邹市明身
后的泡沫

两届奥运会冠军、中国拳王邹市明 2 月 - 日
在澳门击败墨西哥拳手瓦伦祖拉，以四回合点数
2,'&- 赢得职业赛场的首次胜利，正式成为一位
“菜鸟”级的职业拳手。

职业生涯大幕拉开
邹市明压轴出场时，现场顿增中国元素，五
星红旗、“加油”声此起彼伏，身披国旗的中国
拳王出场方式远胜他人。台下， /,,, 名观众呼
声震耳欲聋；台上，两名拳手一记又一记重拳，
拳拳见肉，激烈异常。
赢得职业拳坛首胜后，邹市明非常兴奋：
“这和我之前的比赛完全不同，第一次出战就和
来自强国墨西哥的对手对战，能激励我的职业表
现更好。”感谢和开心之余，他也提出了新目标，
“后面的比赛我会越打越好，最终会赢得我梦想
的金腰带！”
不过，看上去邹市明美国特训中苦练的成
效在赛场上还不算太显著，观众期待的“ 34 ”场
面也没有出现。邹市明在本场表现中的很多地方
都保留着他在业余赛场时的技术习惯。以他职业
首秀仅以点数获胜的情况看，他通往职
业拳王的步伐很可能比预
料的要稍稍

近日，
—
六大 国产运 动品 牌——
李宁、安踏、匹克、中国动向、特步、
&'%
度的()!*年年度业绩报告相继亮相。报告中除中国
动向外，其他品牌的业绩均有大幅下滑。门店大批关停、净利润负
增长……!"#!年，国内运动鞋服品牌集体陷入困局。面对困境——
—

深

度

解

读

一场胜利，伴
随着的却是有些质
疑。
很有意思的
是，在邹市明压轴
登场前，是两场
%! 个 回 合 的 金 腰
带比赛，却竟然给
邹市明入门级的四
回合处子 秀垫 场。
这是为何？考虑到经验、体能等多方面因素，选择
“精简”的四回合战，又选择了实力较弱的瓦伦祖
拉作为对手，都是经纪公司深思熟虑的结果。试
想，新人亮相战获胜不仅能增长邹市明对征战职
业拳坛的信心，还能进一步提高关注度。邹市明的
经纪公司此举，显然是在为以后开发中国市场铺
路，于是这场比赛就带上了一些“秀”的意味。
职业之路使邹市明身后的泡沫越来越大。像
拳击这样试图在中国体育市场“分羹”的后来
者，如果想要有个高起点开局和跨越式发展，最
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中国人特别看重的奥运金牌选
手直接拿来“造星”。在这样的环境下，邹市明
的胜利背后已经不再纯粹。

拳坛“菜鸟”再次出发
虽说拳击运动中业余和职业的差距甚大，但
邹市明已经在内心融入了职业比赛，并且很享受
这个过程。当他在摄像机前向过去的自己亮出拳
头时，蕴含着一种“宣誓式”的意气风发。“我
在职业赛场是个‘菜鸟’。”邹市明自我评价道，
“但我会为了梦想不断前进。”
邹市明对拳击运动推 广和 普及 的带动 作用
是毋庸置疑的，他放弃一切、转战职业拳坛的
勇气也值得敬佩。但理性来看，他在业余拳坛
赖以成名的那些曾经带给他荣誉的技战术，让
他优势不再明显。通往金腰带的道路布
满荆棘，邹市明的职业之旅
任重而道远。

国产运动品牌何去何从？
胡宏毅

作为前冠军，沃森、费度和唐纳德都曾向关天朗传授参
加大师赛的经验，更让人羡慕的是，高尔夫球教父级人
物杰克·尼克劳斯要指点这位成为最年轻大师赛选手的中
国人。
对于备战，关天朗说：“我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只
是希望可以尽情享受这个难能可贵的经历，享受和世界顶
级高尔夫球手同场竞技的无穷乐趣。”
没人知道对于一个 %2 岁的孩子，在大师赛上打
出多少杆才算合格，但对于首次参赛的关天
朗来说他已经成功了，因为这是第一次
参赛，但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参
赛。

刘洪洋

对于各大运动品牌靠打折和低价消化库存
的做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副教
授徐同谦认为，商家采取低价销售来消化库
存，会使得单价下滑造成营收下降。而更大的
潜在风险在于持续价格下
滑，有可能会造成品牌定
位的下滑。徐同谦表示：
在 !,,( 年北京奥运 会前
后，国内各运动品牌都处
在发展突飞猛进的阶段，
而各大品牌未在充分进行
市场调研的情况下纷纷圈
地开店。一方面，品牌商
仅仅将货批发给经销商，
而不负责货物的销售；另
一方面，各大品牌在未充

何利琎

分调查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不断扩大产能，导致
供过于求。长期粗放式扩张的结果，就是供给
过剩、存货高企和管理水平滞后等问题。随着
市场逐渐饱和以及上游成本的上涨，中国体育
用品行业终于在 !"#! 年陷入低谷期。

品牌建设是关键
深陷“关店潮”的国内运动品牌应该如何
摆脱困境，找到出路？徐同谦认为，“关店
潮”的出现，是市场调节作用的体现。面对困
境，这些品牌未来的任务是进行调整，适应需
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安踏公司副总裁张涛表示，眼下运动服饰
品牌所处困境，恰是行业迈向成熟的一个先
兆。“从大家蜂拥而至、疯狂挣钱到大部分企

业挣钱，
再到大部分企业不挣
钱，然后选择性退出，是国内许
多行业必然的发展路径，家电、手机以及汽
车制造业当年都是如此走过来的。”
不过，张涛坦言， !"$% 年的形势依然严
峻，何时能迎来行业复苏不好说。在此过程
中，一些不适应形势的品牌将被淘汰，而足够
优秀的企业活下来，将重新占领市场。同时，安
踏方面也认为现有的“品牌 & 批发”模式难以满
足市场需求，未来将向以零售为主导的经营模
式转型，从追求订单增长到看重单店营收。
安踏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过去的发展模
式就是先打广告，把品牌做出来，再把商品卖
给批发商就完了，至于批发商的货物是否卖得
出去，就不考虑了。在零售模式下，就要考虑
到分销商下辖店铺的情况，店铺的需求比批发
商更重要。为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
求，丁世忠在过去两年里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
的地级市。他发现，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居
民收入持续增长，大众对于休闲和娱乐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对于未来，他十分乐
观：“经过本次调整后，行业将迎来黄金新十
年。”

本报电 日前， !"#!$!"%& 全国
越野滑雪冠军赛在内蒙古牙克石凤凰
山滑雪场举行。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
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内蒙古
自治区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呼伦贝尔
市体育局、牙克石市政府承办。据了
解，牙克石凤凰山滑雪场是国内首个
“越野滑雪国家队训练基地”和“冬
季两项国家队训练基地”，本次赛事
的开幕式上也同时举行了两大基地的
揭牌仪式。
内蒙古牙克石市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冰雪旅游的中心城市，以打造“国
际冰雪赛会基地”、“中国冰雪游乐
殿堂”为目 标， 成功举 办了 多项国
际、国内冰雪赛事，有力提升了牙克
石打造中国内地“冰雪之乡”的知名
度。
（张 程）

博鳌论坛年会桥牌赛收牌
本报电 日前，在海南博鳌召开
的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 年 年 会 上 ，
“博鳌乐城杯”桥牌赛在金海岸大酒
店举行。经过 !( 副牌的比赛，最终
曾培炎)陈泽兰、胡茂元)刘逸倩队和
姜斯宪)古玲、雷军)鲍小平队分别获
得 *+ 组的冠军。

桥牌荣誉大师系列赛开赛
本报电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杯
!,%& 年中国桥牌荣誉大师系列赛在
首都大酒店拉开帷幕，共 %-( 名中国
桥牌荣誉大师参加了当天比赛 . 宋南
平)葛束最终夺得全场冠军。中国桥
牌荣誉大师系列赛是专门为中国桥牌
荣誉大师举办的比赛，全年共赛%,场，
比赛采用计算机发牌，全场统一排名。

中央国家机关桥牌赛举行
本报电 日前，中央国家机关
!,%& 年度“红牛杯”春季桥牌团体赛
在北京落幕。经过两天比赛，环境保护
部代表队夺得冠军；工业和信息化部
代表队和交通运输部代表队分获亚军
和季军。本次比赛由中央国家机关工
会联合会主办，中央国家机关桥牌协
会、北京北方东华体育娱乐有限公司
承办，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协办。

江西人金戈将横渡英吉利
本报电 在策划了大半年时间之
后，江西省南昌市人金戈将在今年/月
横渡英吉利海峡。金戈今年00岁，如果
横渡成功，他将成为完成这一壮举年
纪最大的华人。热爱游泳的金戈还曾
横渡过琼州海峡和洱海。据悉，横渡英
吉利海峡最大的障碍是水温，游泳穿
越者要在#1摄氏度的低温下持续游行
十几个小时。
（段心鑫）

全国群众登山大会开幕
本报电 !,#& 年全 国群 众登山
健身大会开幕式暨五征杯全国登山比
赛日前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山旅游风
景区举行，来自 #0 个省自治区市代表
队的近百名专业运动员及 &,,, 余名
群众登山爱好者、自行车健骑爱好者
参加活动。比赛由国家登山运动管理
中心、山东省体育局和日照市政府主
办，五莲县政府和日照市体育局承办。

国内体育蓝皮书发布
本报电 （记者罗俊） 由中国社科
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都体育学
院共同主办的体育蓝皮书 《中国体育
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京发布。
体育蓝皮书主编钟秉枢认为，此报告
基于数据和案例，重点对体育竞赛业、
体育健身业、体育用品业、体育场馆业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我国体育产业
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