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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中国乒乓球队再次包揽
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在日前落幕的瑞
典世乒赛上，中国女队在决赛中 3:1 击
败老对手日本队，男队则直落三局战胜
德国队。由此，男乒与女乒也分别实现
了世乒赛九连冠和四连冠的壮举。

作为今年国际乒坛最重要的赛事，
国乒的稳定发挥让乒迷吃下了定心丸。
经历了教练的更迭和人员的更新，进入
新周期的国乒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统治
力。面对老对手的新动向，球队的老将
与新人仍有“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心。

“三驾马车”行得稳

樊振东、马龙与许昕，是目前国乒
男队的“三驾马车”，也是世乒赛夺冠
的最大功臣。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打满了
中国队全部 8场比赛，并当选本届赛事
的最有价值球员。与年近 30 岁的马龙
和许昕相比，21岁的樊振东承担着更多
的期待。本届世乒赛期间，除了在小组
赛与葡萄牙选手杰拉尔多的比赛中连丢
两局、虚惊一场外，樊振东的发挥相当
稳定。

谈及爱徒表现，男队主教练刘国正
表示，樊振东在未来的东京奥运周期也
将作为队伍的核心队员出战，希望他能
通过比赛积累承担重任的经验。这次比
赛，樊振东经历很多波折，为他今后的
比赛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为球队队长，马龙不仅在决赛中

3:0 横扫德国名将波尔，还创造了世乒
赛团体赛 24 场不败的惊人纪录。这已
经是马龙第七次随队获得斯韦思林杯，
也是他的第 21 个世界冠军头衔。另一
名老将许昕在决赛上演逆转好戏的同
时，还在比赛中打出不少“艺术家级”
的好球。

刘国正说，马龙是男队队长和核
心，更是精神领袖。有困难的时候他一
定冲在最前面，他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球
员。

小将林高远和王楚钦，在此次世乒
赛中出战小组赛。林高远在去年成为国
乒主力，但在国际赛场还缺乏有说服力
的成绩。经过大赛历练，林高远有望收
获更多信心。年仅 17 岁的小将王楚
钦，凭借这座奖杯，成为国乒首个“00
后”世界冠军。此前，马龙和樊振东都
是在 17 岁的年纪拿到世乒赛团体冠
军，年轻的王楚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流
砥柱，值得期待。

新老交替希望大

和男队一样，国乒女队也进入了新
老交替的阶段。两名主力丁宁和刘诗雯
挑起大梁，年轻的朱雨玲、陈梦和王曼
昱也渐渐从比赛的磨练中成熟起来。

丁宁和刘诗雯都曾在本次世乒赛上
丢分。半决赛中，带伤作战的丁宁意外
败给中国香港选手苏慧音；决赛中，率
先登场的刘诗雯输给了日本选手伊藤美
诚。虽然输了球，但两人依然在随后的

比赛中展现出了大将风范：半决赛中再
次出场的丁宁为中国队锁定胜局，刘诗
雯则在随后的比赛中零封平野美宇。

同样发挥稳定的，是第一次担当世
乒赛主力的朱雨玲。半决赛和决赛，在
队友输球的情况下，朱雨玲一场比一场
打得出色。尤其是在半决赛中，第二个
出场的朱雨玲顶住压力，苦战五局战胜
对手，拉开了中国队反击的序幕。进入
决赛，她又在关键的第三局中完胜石川
佳纯，展现出了“大心脏”。世乒赛上
的全胜表现，也让朱雨玲掌握了“直
通”东京奥运会主动权。

陈梦与王曼昱也有不错的表现。陈
梦在小组赛和 1/4 决赛中 4 次登场，均
顺利取得胜利。1999 年出生的王曼昱，
和王楚钦一样，被视为国乒的未来希望。
虽然她在小组赛中输给了新加坡名将冯
天薇，但作为初生牛犊的她迅速调整，在
随后的比赛中拿出了过硬的表现。

女队主教练李隼说，队员们的发挥
非常好，球队的最终目标还是两年后的
奥运会，世乒赛只是一次比赛而已，主
要还是练兵和锻炼阵容，通过大赛把人
员配备好。

新帅带队面貌新

去年，中国乒乓球队教练组发生变
动，甚至一度引发队员波动，让人对国
乒的未来产生隐忧。经过近一年的调
整，刘国正与李隼分别挂帅男队和女
队，经过大赛的“考核”，两人的能力

得到了普遍认可。进入“后刘国梁时
代”的国乒，其实最大的对手还是自
己。

以抗压能力强成名的刘国正表示，
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历练和总结。“我相
信整个团队的力量，包括教练组和所有
队员们。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和团队精
神也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在场上无论
碰到什么困难都有信念在，都相信一定
能赢。”刘国正说，自己是在和李隼的
相互鼓励中双双夺冠的。

一个是 38 岁的少帅，一个是 55 岁
的老帅，这对国乒“老少配”将扛起中
国乒乓球队的大旗，冲击东京奥运周期
的诸多桂冠。

尽管一骑绝尘，但中国队仍会在未
来面对欧亚高手的挑战。男乒方面，年
轻的日本队和韩国队来势汹汹，张本智
和、李尚洙等球员都有过战胜中国选手
的经历。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
些面孔将持续挑战国乒。而老牌劲旅德
国队在波尔和奥恰洛夫状态下滑的情况
下，仍有不俗的整体实力，同样不容小
觑。

女乒方面，中日对抗仍是最大看
点。近年来，日本队上升势头明显。
力求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拿下金牌的
日本女队，也曾有过击败丁宁、刘诗
雯等名将的表现。虽然还尚未具备挑
战中国队地位的能力，但伊藤美诚、
平野美宇等“00 后”小将的成长速度
不可忽视。

（本报北京5月8日电 记者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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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还有 1 个月
的时间，在32支参赛球队厉兵秣马、逐
步进入备战状态的同时，赛场之外，围
绕俄罗斯世界杯上演的内容比拼与商业
角力同样进入白热化。

在 体 育 赛 事 价 值 水 涨 船 高 的 今
天，世界杯这一体育赛事大“IP”（知
识 产 权） 俨 然 成 为 诸 多 产 业 参 与 者

“大做文章”的源头。与此同时，诸多
创新的赛事和商业模式也应运而生。
今年 6 月 2 日，在俄罗斯世界杯开赛
前，一场云集了国内外文体明星的超
级企鹅足球名人赛将在上海开踢，主
办此次比赛的腾讯体育提出，要把这
一本土自制赛事 IP 与世界杯 IP 叠加，
形成“双 IP 运营模式”。

与世界杯碰撞融合

由于举办时间恰好在俄罗斯世界杯
开赛前，此次超级企鹅足球名人赛可以
称得上“自带光环”。而从已公布的参赛
名单来看，球星云集的比赛同样充满了
浓浓的世界杯怀旧风。从皮尔洛、普约

尔、罗伯特·卡洛斯、巴拉克、里瓦尔多
等参加过世界杯的足坛名宿，到承载着
中国球迷世界杯记忆的范志毅、杨晨、
李玮锋，再加上人气娱乐明星鹿晗的加
盟，星光熠熠的比赛有望成为俄罗斯世
界杯前的一次足坛大事件。

作为全球最受关注赛事之一的世
界杯，其影响力早已超越足球运动本
身。体育行业的参与各方如何借力、
顺势，从中实现商业价值的倍增，是
一道诱人又难解的考题。作为试水性
质的本土赛事，超级企鹅足球名人赛
一方面拥有云集诸多明星的豪气，另
一方面也有敢于与世界杯“碰撞”的
勇气，有望为世界杯营销和本土赛事
运营开辟新的路线。

事实上，作为腾讯体育世界杯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超级企鹅足球名
人赛将承担起为俄罗斯世界杯“打前
站”的重任。据主办方介绍，希望通过
比赛的举行传递足球文化、烘托世界杯
氛围，通过赛事、球星和明星的叠加，
寻求用户与世界杯的情感共鸣，以此连
接多维度的用户。

实现多重价值叠加

在体育赛事数量井喷的当下，如何通
过优质赛事的运营满足用户需求，创造商
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产业参与者的普遍
追求。此次超级企鹅足球名人赛，将世界杯
IP和自制赛事IP打通，将用户、流量、文化
与价值进行叠加，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

近年来，体娱融合的跨界模式，为
体育产业开拓了新的领土。此次超级企
鹅足球名人赛期间，文体明星也将在绿
茵场上同场竞技，以吸引泛娱乐受众、
文体明星粉丝、专业球迷等多重人群，
进一步撬动粉丝经济。与此同时，强大
的文体明星阵容，也有望在互联网传播
中创造热门话题。据悉，在名人赛期
间，还将设置文体表演、明星致敬等环
节，在体育赛事中融入娱乐。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双IP运营”，能
够搅动跨界商机，实现体育赛事商业价值
的重塑。在用户方面，将受众“去标签化”，
最大限度地吸引关注；从专业角度，可以
实现从专业体育到泛体育的进化，形成体
育与多场景的全产业链接。

挖掘赛事品牌价值

事实上，当前商业性、群众赛事数量如
雨后春笋般成长，但真正优质的赛事却寥
若晨星。为本土赛事寻求一个有效、长效的
路径，是行业领军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对于超级企鹅名人赛品牌，很多体
育迷并不陌生。此前，腾讯体育连续两
年举办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借助在
NBA版权运营上的优势和经验，俘获了
诸多粉丝，也收获了商业上的成功。面
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盛宴，腾讯体
育希望将这一火热的体育和商业 IP“复
制”到足球领域。

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国臣在此前
的采访中曾表示，中国体育赛事市场依
然是一片蓝海，缺乏人才和参与者。作
为互联网公司，腾讯体育希望通过超级
企鹅名人赛等赛事起到标杆效应，让更
多人参与体育赛事制作领域，让更丰
富、更优质的赛事涌现出来。

拿下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朱婷留洋第二季完美收官。
土耳其超级杯、土耳其杯、土超联赛和欧冠联赛4座冠军杯到
手，朱婷成为名副其实的赛季大满贯获得者。赛后有记者问
对2017—2018赛季的感受，朱婷笑眯眯地说：“不留遗憾。”

从两颗星到四颗星

2016年10月朱婷加盟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时，她的球衣上
印着两颗星，那是此前该队两次获得女排欧冠联赛冠军的荣耀。

19个月后，瓦基弗银行队成为欧冠“四冠王”，朱婷的到
来，帮助这支土超豪门俱乐部取得了更多荣耀。北京时间5月
7日凌晨，瓦基弗银行队以 3比 0战胜罗马尼亚阿尔巴—布拉
日队，成功卫冕欧洲女排冠军联赛冠军。这也意味着，球队
实现了在一个赛季夺得4个冠军的壮举。

成就赛季大满贯，朱婷也觉得非常惊喜。“虽然我们教练
一直说要拿4个冠军，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我们土超打
得比较波折，欧冠的对手就更强了。”朱婷在赛后表示。

从“新人”到“第一人”

本届欧冠，朱婷跟随瓦基弗银行队征战12场，以229分的
总得分高居最佳攻手榜第一位。总扣球成功率达53.87%，效率
达43.84%，在所有边攻中排第一位，是瓦基弗队夺冠的第一功
臣。

瓦基弗银行队主教练古德蒂毫不吝啬对朱婷的称赞。两
年前朱婷成功加盟球队之后，古德蒂就表示，朱婷虽是俱乐
部新人，但却是20年难得一遇的巨星。

“现在朱婷是世界第一人。她非常出色，综合实力很强，
有强攻、有防守，没有弱项。去年，她的一传还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她的一传已经非常好了。她很年轻而且还在不断进
步，她会成为传奇！”古德蒂说。

从ABC到流利英语

朱婷的魅力，不仅限于排球场内，她率真、执著、敢拼
的性格，打动了无数球迷。

2016年 9月，刚刚出国打球的朱婷，还是一个只懂 26个
英文字母的21岁中国姑娘。想更好地融入球队，语言是最重
要的敲门砖。于是，学习英语成了朱婷的自觉动作。训练
中，她主动参与交流，遇到生词她会记在本子上。她还报名
了网上课堂，恶补英语口语。不到两年的时间，朱婷可以自如
地用英语与队友和教练沟通，用英语接受国外媒体采访……
朱婷成为一扇世界球迷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完美结束在土超的第二个赛季，朱婷将收拾行装回国，
迎接女排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我特别特别想家！”说到归
期，朱婷非常期待。离家7个月，带着4个冠军回家，朱婷的
留洋之旅，可谓收获满满。

借力世界杯
本土赛事寻突破

立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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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
监督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加强体育赛事活动
监督管理、保护赛事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作出部署。其
中，“加大对体育赛事活动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严重者
将被列入‘黑名单’”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有媒体甚至将其
解读为赛事收紧的信号。

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此次意见出台并非偶然，而是针对
近年来多项体育赛事活动乱象后的必要监管。例如，马拉松
赛场上屡次出现山寨办赛、替跑、蹭跑、猝死及业余选手使
用兴奋剂等问题，武术搏击赛事中出现比武约架等行为。这
些事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严重危害体育赛事活动的正常开
展和整体形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治、不得不管的地步，意见
的出台正是为了防止类似不良现象。

类似意见出台也并非首次。去年底，为整治马拉松、武
术乱象，国家体育总局就先后出台意见加强马拉松和武术赛
事活动监管。此次将监管上升到全部体育赛事活动，体现出
管理部门在“放管服”的同时，严格履行监管责任，推动赛
事规范发展的决心。

对于那些处在新生阶段的体育赛事来说，不必担心办赛
权的收紧。认真阅读不难发现，意见中重申放开赛事审批，
继续为办赛松绑。国家放开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
批4年来，商业赛事数量呈现明显增加势头，对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无疑将继续鼓励和呵
护各项新兴群众性体育赛事成长。

赛事审批放开后，政府监管由事前监管转变为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赛事组织者自由裁量权大了，对政府的“管”的
要求就提高了，难度也增强了。对此，各方应对政府放开审
批和加强监管有清醒认识：二者并不矛盾，只是监管的方向
和重点变了，而不是说监管力度变了。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要做到既放得开，还必须管得住、管得
好。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重点就是要维护好市场秩序，对那些
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体育赛事，就要驱逐出市场，甚至严加惩
罚、列入“黑名单”；对那些守法、创新的体育赛事，就要呵护其
成长，帮助它们完善细节、提高办赛质量。

当前体育产业前景光明，把握好体育赛事蓬勃生长与规
范发展、放开办赛和加强监管的辩证关系，不仅事关体育事
业长远发展，也会对中国各行业深化改革产生示范效应。

做好监管
赛事才更“活”

彭训文

做好监管
赛事才更“活”

彭训文

本报电（立风） 日前，2018年俄罗斯FIFA世界杯纪念银
币珍藏套装在京发布，巴西国家队前国脚贝贝托等赶来助阵。

据介绍，这套世界杯纪念币汇集了由意大利、法国、西班
牙、阿根廷、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巴拉圭8个国家中央
银行发行的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银币，每枚银币均为其发行国
的法定货币。这也是中国首次引进世界杯题材贵金属纪念币。

出席发布会的国际足联官员菲利普说，中国是世界体育
大国之一，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热情的球迷和最广阔的世界
杯衍生品收藏市场，他希望这套藏品能够给中国球迷带来有
关世界杯的美好记忆。

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在京发布

马龙在比赛中庆祝马龙在比赛中庆祝。。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叶平凡摄摄

朱婷在欧冠比赛后朱婷在欧冠比赛后。。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贺灿铃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