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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大战打出朝气

为了给国家队比赛让路，正在激
战的 CBA 联赛进入“窗口期”。由于
备战时间短、球队伤病多，以“哀
兵”之势出战的中国男篮红队赛前并
不被看好。

球队中，翟晓川、赵继伟、赵
睿、孟铎等球员均遭遇伤病，未随球
队出征，再加上征战NBA的周琦，有
人戏称这支红队只能称得上是“1/4支
国家队”。从 18 日集结，到 23 日和 26
日接连对阵中国香港队和韩国队，男
篮红队用两场胜利，交出了一份惊喜
的答卷。

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球员进
入状态更快，也更为专注。比赛开始
后，上赛季 CBA扣篮王孙铭徽在进攻
端里突外投，打得对手措手不及；而
在防守端，球队整体防守注意力集
中，限制住了对手的内线进攻。随
后，面对韩国队的紧逼防守和外线攻
势，中国队通过快速移动和不断换
防，有效地限制对手战术，丁彦雨航
等球员频频在韩国队起势的关键时刻
送上致命一击，帮助中国队逐渐掌握
场上主动权，并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多点开花。
丁彦雨航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21岁

的孙铭徽上半场独得 19分、全场拿下
21分，王哲林拿下16分和11个篮板的

“两双”，年轻的阿不都沙拉木得到 15
分、7 个篮板、3 次助攻和 3 次盖帽的
全面数据。

对于中国队的两场比赛，红队主
教练李楠认为，年轻人打出了朝气，
体现出了团结、拼劲等正能量。“虽然
分成红队、蓝队，但到了世预赛的赛
场上，就是代表中国队，要打出中国
队的风貌和水平。”

拼搏精神创造可能

对老对手韩国队的这场胜利，可
谓含金量十足。韩国队经历了新老交
替，李政炫、李钟贤等球员逐渐成长
为球队的中坚力量，整体实力不容小
觑。几天前，韩国男篮刚刚在客场击
败了劲旅新西兰队。那场比赛，韩国
队大打团队篮球，全场 27次助攻几乎
比对手多出一倍，三分球命中率更是
高达47%。

中韩男篮的上一次交锋，还要追
溯到 2015年的长沙亚锦赛，凭借着周
琦和郭艾伦的爆发，中国男篮在末节
逆转取胜。因此，韩国队从主帅到球
员，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借此机会击
败中国队。而作为 2019年男篮世界杯
的东道主，中国队实际已经锁定了参

赛名额。因此，中国队参加预选赛主
要以练兵为主，不会对晋级形势产生
影响。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男篮
却取得了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球队
的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而教练组的
战术安排、年轻球员的拼搏精神，更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男篮称霸亚洲，甚
至取得更大突破的可能性。

在这支球队中，丁彦雨航的作用
日益凸显。在本赛季 CBA联赛中，身
为球队核心的丁彦雨航扛起了球队的
进攻重担，被誉为山东队的“第三外
援”；而在缺兵少将的国家队中，丁彦
雨航把自己的良好状态“移植”到了
洲际赛场。李楠也表示，丁彦雨航是
球队当中最优秀的球员之一，无论谁
回来，他依然会是球队的先发。

红蓝双雄提供机遇

其实，中国男篮的变化从今年年
中就开始了。姚明担任篮协主席后，
推行国家队“双轨制”运行，新成立
的红蓝两支国家队，分别由昔日国
手、如今的少帅李楠和杜峰统领。两
队在同等条件、同等保障的情况下，
互相促进、互相竞争，并将在 2019男
篮世界杯和 2020东京奥运会男篮预选
赛之前合并成为一支球队，向更高的

目标发起冲击。
事实上，在男篮红队击败韩国队

之前，对于国家队“双轨制”的质疑
声一直没有停止。今年 8 月举行的男
篮亚洲杯，男篮蓝队先后不敌菲律宾
和澳大利亚，仅获得第 5 名；征战热
身赛，红蓝两队也是负多胜少；两名
本土少帅的临场指挥，也时常遭遇诟
病。

但不容忽视的是，正是在“双轨
制”的政策下，许多在联赛中涌现出
的年轻球员进入了国家队。越磨砺、
越锋芒，经历了国家队的历练，他们
在联赛以及国际赛场上更加游刃有
余。中韩大战中表现不俗的孙铭徽、
阿不都沙拉木、俞长栋、方硕，以及
蓝队的吴前等球员都是国家队新政的
受益者。以世界杯和奥运会为目标的
中国男篮，正在积蓄力量，而此次世
预赛上的“小爆发”，让球迷看到了希
望。

明年 2 月，中国男篮将继续世预
赛的征程，而蓝队将代表中国出征，
对战新西兰和中国香港。中国男篮的
青春风暴能否继续劲吹，人们拭目以
待。

上图:11月26日，中国队球员刘志
轩 （右） 在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带球突
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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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取经良机高手取经良机

明年的韩国平昌冬奥会，将是单板滑雪大跳
台的奥运首秀。作为一项起源于欧洲的冰雪运
动，单板大跳台在中国起步较晚，单板大跳台国
家队的成立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多数队员都
是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单板滑雪U型场地等
项目转项而来。

由于开展时间晚、项目基础比较薄弱，中国运动
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沸雪赛事在中国
的举办，为中国运动员提供了与高手切磋、汲取经验
的机会。随着北京冬奥的激励和更多运动员的加入，
中国单板大跳台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破。

发展潜力巨大

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一系列鼓励冰
雪运动发展的意见相继出台。在竞技层面，中国打
破了传统选拔机制，着力发掘和培养青年运动员，
扩充冰雪项目的后备力量，并通过引进国外成熟体
育赛事，营造冬季运动良好氛围，积累国际顶级冰
雪赛事办赛经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单板大跳
台比赛将在首钢园区进行，这是唯一一个在北京市
内进行的雪上项目，也必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单板
大跳台，享受这一运动带来的视觉盛宴。

作为被较早引入且大力推广的项目，单板大
跳台具有充足的发展潜力。以“单板滑雪大派
对”为特色的沸雪赛事，不仅收获了忠实粉丝，
还吸引人们走上雪场，切身感受单板滑雪的魅
力。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群众体育的繁荣，随
着单板滑雪的普及与风靡，也将助力中国在该项
目上的人才积累。

多元文化元素

品牌化商业性赛事的打造是单板滑雪大跳台
发展的必经之路。尽管沸雪是“舶来品”，但这
一比赛在中国的接受度很高，“体育+娱乐”的传
播方式以及赛事本身的刺激性，都迎合了年轻一
代对于多元文化的追求。

单板滑雪大跳台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助推
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大跳台既有极限运动的紧张
刺激，又有街头文化的自由不羁。多样的文化元
素在雪道上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运动魅力，传递激
情与活力，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其中。

目前，单板滑雪大跳台在中国的发展仍有障
碍，比如场馆数量少、设施不完备以及教练资源
缺乏等。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中国冰雪
运动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下，中国将在单板滑雪项目上迎来“沸
腾”之日。

上海德比、5个进球、泪水和欢笑、激情与落寞……上周
末结束的足协杯冠亚军争夺战，为本赛季的中国足球画上了
意味深长的句号。上海申花时隔19年再度夺得足协杯，拿到
了明年亚冠的入场券，上海上港再次为年轻付出代价。

在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中，有很多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颁奖时刻，当申花球迷在看台上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
欢呼时，镜头中的上港球迷区，却只剩下两名坚守者……

经过整个赛季的漫长征程，在谢幕战结束后，球员的内心一
定渴望看到球迷不离不弃的目光、始终如一的欢呼。当然，我们或
许可以理解，多线作战无缘冠军的上港，伤了球迷的心，或者，在
同城德比的氛围中，目送同城球队登顶的确有些强人所难。

不过，我们更希望看到像德甲鲁尔区德比（多特蒙德队对
阵沙尔克04队）那样的场景，同样是跌宕的进程和火爆的场面，
两队的球迷却既激情又和谐，一些球迷甚至并肩而坐，给各自
的球队加油助威。

这样的球迷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需要球迷和球
队共同的呵护。

球迷文化需要底蕴，球队更需要底蕴，而球队的底蕴就
体现在关键时刻的意志与品质。作为老牌劲旅的上海申花，
今年在中超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除了球队自身实力外，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球队凝聚力出现了问题。经过赛季后期的

“拨乱反正”，申花及时止跌，联赛实现保级。而在足协杯赛
场，面对上海申鑫和上海上港两支同城球队，上海申花越踢
越团结，越踢越顺利，终于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桂冠。

放眼世界足坛，很难有一支球队能持久保持不败，但一支球
队能被称为“成熟”、一个俱乐部能被冠以“豪门”，靠的不是一时得
失，而是长期培育的、甚至有些玄乎的“底蕴”。它是一种深深烙印
在球队骨子里的气质。如尤文图斯铜墙铁壁的防守，阿森纳水银
泻地的流畅配合，曼联激情澎湃的威慑力……球队的底蕴不会因
球员和教练的更迭而改变。它也是一种精神传承，如多特蒙德队
球迷营造的“黄黑墙”，冰岛队球员与球迷间的维京战吼……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已经20多年，随着联赛的成熟，我们也该
开始思考如何孕育出有底蕴的球迷
和球队。这需要脚踏实地、走好每
一步，从培育健康的球迷文化开
始，从做好球员与球迷、俱乐部之
间的良性互动开始，从让球员学会
相互激励开始。

单板滑雪大跳台

期待“沸腾”之日
焦子越

足球底蕴从何而来
彭训文

在中国男篮的青春风暴中，老对手韩国队被打
得“找不到北”。在11月26日进行的国际篮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以年轻球员为主的中国男篮红
队客场92∶81击败韩国队，收获了世预赛两连胜。

从赛前不被看好，到比赛中的锐气与锋芒，中
国男篮用一场极具说服力的胜利，为2017年的征程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经历了挫折与磨合，中国男篮
有更强的信心，去迎接未来更严峻的考验。

11月25日，英菲尼迪2017沸雪北京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
落下帷幕，男女组冠军分别花落加拿大和奥地利选手，代表中国
队参赛的5名运动员均无缘决赛。

今年，中国沸雪赛事正式升级，跻身国际A类赛事行列，并成
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积分赛。从2010年首次来到中国，“沸雪”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让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迎来发展良机。

22人竞聘成为国家田径队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吴俊宽、陈会娟） 由国家体育总局田

径运动管理中心举办的田径项目训练竞赛工作研讨会 27 日在京召开。
会上通报了新周期国家田径队教练员竞聘工作情况，并向孙海平等教
练员和专家组代表颁发了聘书。

在会议上，田管中心介绍了 2018－2021 年备战、科技助力、竞
赛、青训、马拉松以及田径项目整体发展等方面内容的规划草案。会
上还通报了新周期国家田径队教练员竞聘工作情况。22名教练员正式
通过竞聘成为国家队教练。此外，田管中心已经签约9名外教。目前的
田径国家队共设13支队伍、27个组别。

山野奔跑

11月26日，2017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重庆黔江站比赛举行，这
是重庆首次承办山地马拉松比赛。本次比赛共有约3000人参赛，设山
地马拉松42公里个人赛、山地马拉松23公里个人赛以及11公里群众健
身赛三个项目。

图为运动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中国-东盟乒乓球赛将于广西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从中国乒协获悉，2017年“丝路

杯”中国-东盟乒乓球全民争先赛将于 12月 9日至 10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靖西市举办。

据了解，本次比赛项目为男女混合团体赛，参赛球队可自由组队
报名参赛。比赛分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满5场，
第二阶段为5场3胜制，每场比赛均采用7局4胜制，每局比赛采用7分
制，采用金球制，到7为胜。最终获得混合团体冠军的参赛队伍，将得
到“丝路杯”中国-东盟乒乓球赛专业组比赛的参赛资格。目前赛事报
名正在进行中，截止时间为12月1日。

图为 11 月 24 日，中国
选手张桐在女子组预赛中。
她最终以 14.50 分的成绩位
列第20名，未能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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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1月26日，上海申花队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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