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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谌龙要靠成绩说话

谌龙上一次夺得超级赛桂冠，还
要追溯到2015年10月18日的丹麦公
开赛上。近两年无冠，对于中国羽球
新“一哥”而言，着实有些尴尬。

其实，谌龙在澳大利亚站的发挥
可圈可点，尤其是击败林丹以及韩国
名将李炫一的比赛极其精彩。决赛中
面对此前从未击败过自己的斯里坎
斯，谌龙本有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冠
军，但却连丢两局输给对手，成就了
斯里坎斯在超级赛上的两连冠。

里约奥运会上收获男单冠军，让
人们看到了谌龙的成长与霸气。在林
丹之后，登顶羽球巅峰的谌龙，被寄
予了更多的希望。不过，奥运会后，谌
龙在国际赛场上却没有拿出应有的统
治力，与自己鼎盛的2015赛季形成了
巨大反差。虽然苏迪曼杯获得男单项
目全胜，但受制于球队的整体表现，未
能斩获冠军。最近4次大赛，谌龙都是
在决赛中输球，而且都是 0︰ 2 完
败，其中两次负于李宗伟，一次输给
约根森。

如何让心理变得更强，或许是谌
龙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今年
28 岁的谌龙，到东京奥运会时就是
31 岁的“老将”了。在新的奥运周
期，谌龙不仅要承担起中国男羽“一
哥”的重任，也要做好国羽新老交替
的桥梁纽带。既然选择了重担，就应

该用成绩说话。
目前，距离格拉斯哥羽毛球世锦

赛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此次比赛也
是谌龙面临的又一场“大考”。目前，谌
龙的对手除了继续坚持的林丹和李宗
伟外，还有韩国好手孙完虎、丹麦选手
安赛龙以及斯里坎斯领衔的印度男
单。能否用胜利给自己提气、用冠军奠
定领军者地位，到时将见分晓。

女单：“小花”绽放还需努力

里约奥运会后，王仪涵、王适娴
选择退役，李雪芮遭遇重伤，归期难
以确定。“小鬼当家”的女单项目，

“青黄不接”的局面最为明显，成绩
下滑也在预料之中。

苏迪曼杯赛上，首次代表国羽出
战的小将孙瑜和何冰娇，在半决赛中
全部失利，年轻队员的问题暴露无
遗。而在澳大利亚超级赛之前，国羽
女单甚至从未闯入4强，直到孙瑜在
此次比赛中闯入半决赛，才终结了这
一并不光彩的纪录。

其实，何冰娇、孙瑜并非没有潜
力。孙瑜的身体条件有优势，力量
足，防守面积大；年少成名的何冰娇
力量同样出众，只是体能存在劣势。
在新老交替之际，几名“小花”被寄
予了厚望，或许是被突然推上了前
线，她们无论在比赛经验还是心理调
适上都存在短板，有待于比赛磨练。

如今，世界羽毛球女单呈现群雄

逐鹿的态势。戴资颖、马琳、成池
铉、辛杜、因达农、山口茜和奥原希
望等一大批实力突出的女单好手都有
各自的杀手锏。面临凶险局面，中国
在女单项目上想要取得更大突破，恐
怕还得加把劲儿。

双打：年轻组合值得期待

相对于男单和女单面临的新老交
替困境，年轻球员在双打项目上的表
现让人欣慰不少。

混双项目，在前 6 站超级赛中，
鲁恺/黄雅琼与郑思维/陈清晨形成了
双保险，每次都有组合亮相决赛。尽
管在苏迪曼杯决赛上曾在此项目上失
守，但从整体实力来看，两对中国组
合依旧具备较高水准。

女双项目，陈清晨/贾一凡也曾在
苏迪曼杯上输给韩国组合。不过，有

“凡尘组合”之称的两朵“小花”痛定思
痛，在随后的印尼超级赛上成功复仇
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经历失利的
痛楚之后，两人在抗压能力、临场应变
能力方面都有进步。尤其是身兼两项
的陈清晨，在苏杯之后时常加练，接连
收获的冠军是对她最好的肯定。

男双项目上，刘雨辰/李俊慧组
合也有不俗的实力。同是“95 后”，
又同为“1米9+”，“双塔组合”在里
约奥运会后开始崭露锋芒，并在日本
公开赛首次夺得超级赛冠军。今年，
两人的状态提升，连续收获全英和新

加坡公开赛亚军，并首次夺得亚锦赛
冠军，在4月荣登世界第一。而在苏
迪曼杯上，他们两次出场全部获胜，
打出了年轻人的朝气。

虽然在双打项目上，中国选手保
持着极强的竞争力，但并没有绝对的
优势。男双的印尼组合吉迪恩/苏卡
穆约，女双的松友美佐纪/高桥礼华
等都是实打实的强劲对手。

教练：锻炼新人收获信心

随着国羽教练体系的改革，国羽
也迎来了教练的更新换代。苏迪曼杯
上，新任单打和双打主教练夏煊泽和
张军展现出临场指挥的魄力和锻炼新
人的决心，尽管最终未能捧杯，但通
过这样的硬仗，他们得到了珍贵的经
验和信心。

接下来，国羽将面临又一场硬
仗：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21日—27
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进行。而在明
年，国羽将迎来汤尤杯。随着女队全
面下滑，女队想要卫冕尤杯并不容
易，而已经连续两届丢掉汤杯的男
队，更多考验来自于心理。

历史上，国羽也曾经历过低潮，
也有过卧薪尝胆、重回巅峰的荣耀时
刻。如今，年轻的国羽虽经历阵痛，
也看到了希望。只要放下包袱，放手
一搏，未来一定可期。

上图：郑思维 （右） /陈清晨在
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新老交替看国羽

经历换血阵痛
期待重回巅峰

本报记者 刘 峣

2017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澳大利亚公开赛，近日在悉尼落
下帷幕。中国选手谌龙在男单决赛中不敌印度名将斯里坎斯，收
获银牌，延续着其20个月以来在超级赛中无冠的尴尬。

谌龙的低迷表现是中国羽毛球队整体状态的缩影。本次超级
赛，除了郑思维/陈清晨夺得混双冠军外，女单、女双、男双金牌
均被日本队夺得。

里约奥运会后，国家羽毛球队进行了球员和教练“大换血”，
球队成绩也是起起伏伏。从无缘苏迪曼杯，到偶有惊喜的系列
赛，年轻的国羽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阵痛，也积蓄着腾空一跃的
力量。

近几年来，马拉松运动风靡全国。业内人士
估计，2017年全国的马拉松赛事有望超过 600场，
参赛人次超过500万。笔者身边也不乏马拉松爱好
者，有位朋友每年至少参加两场马拉松比赛，即
使两年前迁往美国定居，这个习惯依然没有改
变。笔者问他，国内外马拉松比赛有什么区别，
他用两个字作答：秩序。

同样是马拉松比赛，为何在秩序上有较大不
同？朋友说，在国内，全程、半程、10公里、5公里等不
同组别往往一起跑，整个过程比较混乱，主办方经
验有限，在交通规划、配套设施、危机处理等方面常
常捉襟见肘，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相比之下，美国的
马拉松比赛在管理上科学周到，很少出现交通堵塞
或是扰民现象，且参赛者多为真正的马拉松爱好
者，在比赛中更容易交到朋友。

朋友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批马拉松爱好者的
心声。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看似是个“三赢”
的选择——举办地打响了知名度，主办方获得了
经济效益，参赛者陶冶情操、锻炼身体。然而，
随着“一场马拉松瘫痪一座城”的场景不断出
现，马拉松赛事伤亡事故屡屡发生，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动辄几万人参加的马拉松运动，已不
只是一项简单的体育活动，而是检验一座城市交
通运转、医疗急救、市民沟通等方面能力的试金
石。如何促进马拉松赛事健康持久发展，成为包
括体育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面对的考题。

有关各方需引导民众正确认识马拉松比赛。马
拉松是一项极为考验耐力的运动，参赛者往往需要
1年左右的科学锻炼，还需掌握许多运动常识和经
验。然而，目前相当比例的参赛者并不具备合格的
体育素质，其参赛动机往往出于好奇心，甚至是为了在朋友圈“秀”一把。事
实证明，这种“尝鲜”心理并不可取，它不仅会给马拉松比赛的组织管理带
来困扰，更有可能危及到参赛者个人的健康安全。

城市管理者要在“内功”上下功夫。如今，各地因马拉松比赛“扰
民”引起的抗议声浪逐渐泛起，背后折射出的是盲目跟风带来的对公共
资源的过度占用。因此，在举办马拉松比赛之前，城市管理者不妨对自
己的城市管理做一次“体检”，通过有效评估弥补不足，同时在体育设
施、医疗保障、交通规划、秩序管理、对外宣传等软硬件设施上夯实基
础，以确保马拉松比赛的有序进行。

跑赢一场马拉松，关键在于跑前的长距离训练和奔跑中的合理“配
速”。前者要求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后者强
调系统规划、稳扎稳打。举办一场体育赛
事，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证明，为了迎合

“马拉松热”而匆匆举办马拉松项目，往往效
果一般。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赛事组织者还
是普通参赛者都应该明白，马拉松不只求

“快”，只有学会“配速”，降下虚火，才能扎
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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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组建一个月有余的中国男篮红
蓝两队全部完成比赛任务，回到北京继续
训练。今年 4 月底，中国篮协正式公布新
一届中国男篮两支国家队的主教练人选：
李楠和杜锋。这两名少帅各自组队，一红
一蓝，中国男篮开始上演前所未有的“红
蓝对抗”。在本月举行的中伊男篮对抗赛
上，李楠率领红队取得 2 胜 1 负的战绩。
在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上，杜锋率领蓝
队以2胜1负战绩获得亚军。

总的来看，两队的首秀表现都不错，
球队风格各有所长。良性竞争氛围让男篮
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也有了新看点。

红队主外线 蓝队抓内线

总结红蓝两队的首秀表现，在球队风
格方面，红队明显外线较为出色，蓝队则

立足内线。
6月 13、16和 18日，李楠率领的中国

男篮红队分别在大连、长春和宁波与老对
手伊朗队进行了 3 场热身赛。李楠的执教
思路显然是希望球队能打出快速的攻防转
换，用投篮重创对手。然而首场比赛，经验
不足的红队惜败。

此后，李楠大胆使用新人，鼓励外线球
员果断出手，球队取得两胜。3场比赛里，赵
继伟、赵睿、翟晓川、方硕和刘志轩等外线
投手相继发力，红队共命中了21记三分球。

蓝队在金砖国家运动会上的对手是印
度队、南非队和俄罗斯队。由于内线两员大
将易建联和李慕豪以及郭艾伦都在美国特
训，主帅杜锋将策略改为防守反击，进攻端
主要依靠韩德君、陶汉林等悍将的内线得
分。3场比赛中，蓝队球员虽然经验不足，但
作风硬朗、不畏强敌，展现出强队风范。

杜锋认为，球队在防守端的表现是最
大收获。他说：“年轻人敢于跟对手去拼
身体，不惧对抗。印度队过去 3 年两次赢
过男篮国家队，这次只让他们得了70分。”

红队育精神 蓝队“交学费”

在红蓝两队建队之初，双方一共招入
40 余名选手。不过，此次夏季热身赛期
间，很多主力球员并未参赛，很多新人因
此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红队中，年仅21岁的新疆队小将阿不
都沙拉木是3场热身赛的最大亮点，他打一
场进一步，场均获得9分。要知道，在CBA联
赛中，这名小将在新疆队的场均出场时间仅
为7.9分钟，贡献2.9分和1.5个篮板。

更让李楠看重的是年轻球员的战斗精
神，“ （他们） 在场上没有因为领先而放
松，落后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打出了拼搏

精神，这正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
蓝队的多名年轻球员也得到了亮相机

会。于德豪、吴前、胡金秋等年轻人，在
比赛中大放异彩。例如，仅在深圳队打过
一年 CBA的于德豪，在金砖国家运动会 3
场比赛中场均出场超过25分钟，司职控卫
的他作风果敢，尤其是在防守端能保持给
对手高强度的压迫。

虽然因为于德豪在决赛中的失误，蓝队
在金砖国家运动会上屈居亚军，但杜峰认为
这“学费”交得值，“年轻队员成长就会付出一
些代价，失误和犯错都会经历，有了这样的经
历，成长的速度和空间就会更大。一旦他在关
键时刻犯错误，你就把他拿下的话，会多多少
少都打击他的信心。”

竞争压力大 能者脱颖出

力主组建“双国家队”的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曾表示：“这种机制主要是为了促
进球员和球员、教练和教练之间的竞争，
激发出球员的潜力。要通过竞争使两支球

队形成各自的风格。”目前来看，红蓝两
队风格鲜明，难分伯仲，两队正按照姚明
的思路互相促进、逐渐提高。

谈到红蓝两队未来无法回避的竞争问
题，杜锋直言：“双国家队的组队机制对
目前的中国男篮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
有 50 多名运动员都具备入选国家队的实
力，那国家队的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根据日程，红蓝两队接下来都将前往海
外拉练。红队将前往美国，在拉斯维加斯与5
支NBA夏季联赛球队过招，他们的重要任务
是参加 7月 19日开打的斯坦科维奇洲际篮
球冠军杯赛。蓝队在国内完成3场中澳对抗
赛后，也将转战大洋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球队热身，为8月在黎巴嫩举行的男篮亚
洲杯蓄力。

随着易建联、王哲林、周鹏、郭艾伦、李
根等球员陆续回到各自阵营中，红蓝两队
的阵容将愈发齐整，两队的对抗将更具水
准。期待这种良性竞争能助推中国男篮重
回巅峰。

中国男篮“红蓝对抗”看点多

两支国家队 首秀都亮眼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山地马拉松赛移师利川
本报电（立风） 2017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湖

北利川站近日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0名
选手在鄂西南山区，体验山水间奔跑之乐。

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是 2016年首次推
出的国家级山地马拉松赛事。山地马拉松都是在风
景秀美地区举办，今年系列赛计划举行 12 站比赛，
利川站为第 3 站。本站比赛共分两个项目 4 个组别，
包括山地马拉松 42公里男子、女子组和山地马拉松
群众健身男子、女子组。

相对于城市马拉松，山地马拉松在大自然环境
中奔跑，难度更大、更有挑战。利川站比赛中，42
公里组赛道累计爬升1519米，其中非硬化路面27公
里，占总线路的 64％，赛道由步道、田间小道、吊
桥、石板路等路段组成。

马术巡回赛大连站举行马术巡回赛大连站举行

2017 浪琴表中国马术巡回赛大连站近日在大连
金石滩黄金海岸开幕。本站赛事吸引了诸多高水平
国内国际骑手踊跃参与。中国马术巡回赛是国际马
联注册的二星级赛事，自 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
国内马术比赛的重要品牌赛事。

图为比赛现场。 杨熙良摄

近日，长春净月潭森林马拉松开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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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队球员在出场仪式上红队球员在出场仪式上红队球员在出场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