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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不全，这是很多记者在中国男
篮红、蓝国家队训练课上的感受。

5月14日和15日两天，男篮蓝队
和红队分别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和
北京体育大学举行公开训练课。此次
集训，两支球队都招进了多名没有国
家队经历的年轻球员，这些“生面
孔”也成了场上的关注焦点。在激烈
的 CBA 联赛落幕之后，年轻的国家
队同样看点多多。

朝气十足

在蓝队的训练课上，吉林队的高
诗岩表现相当卖力。这名小将在球场
上大声地指挥队友跑位，显得非常兴
奋。

“看到这么多媒体在场，这些年
轻球员也希望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和状
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蓝队主
教练杜峰说。“当然，心里也更紧张
了，有些球就处理得不太好。”

年轻化，是这次男篮集训队的最
大特点。在红、蓝两队共 58 人的大
名单中，有 24 名“95 后”球员。除
了高诗岩外，蓝队的胡明轩、赖俊
豪、陆文博以及红队的史鸿飞和吴冠
希等，都是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再
加上有过国家队经历的赵继伟、阿不
都沙拉木、胡金秋等，中国男篮的

“年轻化战略”进一步升级。
广东队小将胡明轩，此前在联赛

中手腕受伤。尽管如此，杜峰还是把

这名表现不俗的爱将召入球队。由于
刚刚拆掉手臂的石膏，胡明轩只能在
场边单独进行力量训练，但他一直在
关注球场上的队友。

“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有种荣誉感
和责任感。我想尽快恢复伤病和体
能，回到场上帮助球队。”胡明轩说。

在“红蓝竞争”的“双国家队”
模式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到了进
入国家队的机会。杜峰和李楠两名少
帅，也乐于发现和挖掘年轻人才，这
让国家队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氛围。

在杜峰看来，让那些有追求的球
员来到国家队平台，能够帮助年轻球
员提升对篮球的认知，也有助于国字
号球队竞争力的提高。上赛季 CBA
联赛中表现出色的曾令旭、吴前、胡
金秋等，都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得到了
历练。

“年轻队员多一些，整个队伍更
有朝气。大家的训练积极性很强，有
向上的动力。”来自浙江队的吴前，
在这次集训中被任命为蓝队临时队
长。吴前说，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
了。

备战强敌

今年，红蓝两队都有重要的参赛
任务。8 月，男篮红队将代表中国参
加雅加达亚运会。4 年前，中国男篮
仅在仁川亚运会上获得第五，遭遇参
赛以来的最差战绩。因此，男篮红队

将承担着“正名”的重任。而在此之
前，红队还将在 6 月底与 7 月初参加
两场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分别对阵老
对手韩国队与新西兰队。

谈到即将到来的比赛，男篮红队
主教练李楠表示，球队的训练时间很
紧张，目前还是专注于体能。既需要
恢复身体，还要练技术，更要找到比
赛状态。“虽然比较难，不过球员们
都很自觉，球队气氛很好。”李楠说。

男篮蓝队将在 9月份出战两场世
界杯预选赛复赛阶段的比赛。而在 5
月 30 日，中国男篮蓝队还将同西亚
劲旅伊朗队过招。由于多名主力尚未
归队，小将将挑起球队大梁。

杜峰说，从大名单来看，伊朗队
几乎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我们
很多年轻队员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
也没有和伊朗队交过手。对他们来
说，这将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对
未来的篮球道路也会有很大帮助。”

新疆队球员可兰白克刚到国家队
报道就参加了当天的训练课。“随着
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加入，我们在亚
洲不可能一直处于金字塔顶尖。”可
兰白克说，通过与全世界高水平球队
的比赛，可以去思考在面对打法特点
和战术体系不同的球队时，如何利用
好自己的优势。

强调责任

除了新球员、新面孔之外，国家队

的球队精神也给人焕然一新之感。
自红蓝两队成立以来，荣誉感和

责任感一直是国家队所重点强调的。
此次集训，中国篮协为球员设计了一
款独特的邀请函：“因您所展现出的荣
誉感、团队责任以及在球场上的竞争
力，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中国国家男篮
集训队。希望您在国家队的舞台上与
您的同伴并肩作战，传承使命，创造荣
耀，在国际赛场上展现出中国篮球运
动员的能力和风采！”

“使命感爆棚！”北京队队员方硕
在微博上说。收到邀请函后，很多队
员都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这份贵重
的“礼物”。“通知”变成“邀请”，对球
员称“您”，将荣誉感作为选拔的首
要标准……这些细微之处的暖意，让
人 们 看 到 了 这 届 国 家 队 的 可 喜 变
化。

国家队的使命感也延续到了集训
当中。集训期间，蓝队邀请了原国旗
班班长、中国旗帜学专家赵新风为队
员们上了一堂“共为国旗增光辉”的
讲座，红队则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张凯，为队员进行励志教
育。

“这次集训时间比较长，大家都
带着一份责任心，把自己最积极、最
正面的东西发挥到比赛当中。”可兰
白克说。

上图：国 家 男 篮 蓝 队 在 训 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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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篮国家队集训新面孔不少

年轻人“抢镜”使命感“爆棚”
本报记者 刘 峣

5 月 14 日上午，从珠峰传来好消息：
79 岁的残疾人登山家夏伯渝，成功登顶
珠穆朗玛峰，实现了自己持续 40 多年的
梦想。

夏伯渝身残志坚、追梦珠峰的故
事，曾感动了很多人。40 多年前，跟随
国家登山队首次冲击珠峰的夏伯渝，由
于将睡袋让给队友，导致自己腿部冻伤
截肢。人生中的晴天霹雳非但没有击垮
夏伯渝，反而激发了他征服世界最高峰

的决心。带着假肢登上珠峰，成了他穷
尽一生追逐的目标。

这几年，夏伯渝每次的登峰尝试都
牵动人心。虽然准备充分，但总是阴差
阳错地错过机会。2014 年，他在珠峰大
本营遭遇雪崩；2015 年，他在突击顶峰
时遇上了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2016 年，
他为了保护5个年轻的向导，在距离顶峰
咫尺之遥时放弃了机会。

遗憾吗？遗憾。但夏伯渝认为，自

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曾问过夏老，有没有想象过自己

登上珠峰的场景。夏老说，没想过，但
登上珠峰是他的理想，一定要去实现。

“ 只 要 我 活 着 ， 就 有 机 会 再 上 珠
峰。”他笃定的语气和坚毅的眼神，如今
想起仍历历在目。

今年年初，尼泊尔颁布禁令，禁止
盲人和双腿截肢的残疾人登山。原本以
为，夏伯渝的珠峰挑战就此终止，没想
到峰回路转，禁令暂停。机不可失，夏
伯渝又出发了。

其实这几年，夏伯渝一直在精神和
身体上咬牙坚持着。穿假肢登山的艰
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每天进行大
运动量训练，哑铃、仰卧起坐、爬山
……为了保持身体机能，他甚至尝试过
徒步穿越戈壁沙漠、攀登自然岩壁等运
动。他也直言，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高
强度的训练已经越来越难。

终于，在古稀之前，夏伯渝圆梦
了。他可以告诉 40 多年前，那个因截肢
而一度消沉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的决定。

听说夏伯渝登顶成功，一同采访过
夏老的同事形容，激动的心情就像是自
己登上了珠峰一样。我想，很多听过夏
老的故事、被他的精神打动过的人，都
会有同样的感受。他的坚强与坚持、初
心与梦想，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持续进步就是突破

本次百米“飞人大战”可谓阵容强大。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双
料冠军加特林、加拿大名将德格拉斯、日本“飞人”桐生祥秀等。作
为去年上海站男子100米的冠军，苏炳添不仅要面对如林强手，还
要小心雨天带来的湿滑赛道和逆风向0.5米/秒的风速。

比赛前半程，苏炳添凭借优秀技术，一度领先其他选手接
近一个身位。最后30米冲刺阶段，第九道的英国选手普雷斯科
特突然冲出第二集团，几乎和苏炳添同时撞线。苏炳添认为，
自己在战术执行和一些细节方面出现了问题。他的外教兰迪·亨
廷顿也认为，苏炳添总体做得不错，不过在最后阶段并没有按
照预定计划执行，这是需要重点分析的地方。

不过，抱着热身目的参赛的苏炳添对10秒05的成绩总体满
意。“今天的成绩对我来说是个突破。我已经 29 岁了，从 2013
年开始到2018年的5个赛季，每一年都会跑到10秒零几。”

跑进10秒有希望

本赛季，苏炳添的状态一直不错。今年初，他3次刷新男子室
内 60 米亚洲纪录。这让人们对他在百米赛场的表现有了更多期
待。苏炳添表示，自己的最大目标就是突破9秒99的全国纪录。

作为一名老将，要站上100米跑道和世界顶尖飞人较量，苏
炳添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参加上海站比赛
前，他由于训练量过大，脚部出现软组织损伤。为此，他每天
晚上都要涂药膏、泡热水，比赛也是忍着伤痛完成的。

苏炳添也在不断进行百米技术改进。在换气方面，他开始
尝试在途中跑换 3 次气。有分析认为，室内 60 米能跑出 6 秒 42
的苏炳添，进行技术改进后，百米成绩可提升 0.05秒左右，继
续向10秒内发起新的冲击是非常有可能的。

展望本赛季，苏炳添充满信心。“这个成绩是好的开始，希望
后面比赛会更好。我和教练商定要把最好的状态放在尤金站，这
是我继续留在跑道的最后目标，哪怕只要突破一点点也是成功。”

与无腿勇士一同圆梦
刘 峣

苏炳添：再冲10秒
本报记者 彭训文

5月12日晚，2018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获
得亚军。10秒05的成绩比苏炳添去年在这里创造
的10秒09的夺冠成绩提高了很多。在他看来，持
续进步就是突破，接下来将继续向10秒内发起新
冲击。

第九届全国高校车协惠山爬坡赛，近日在江苏无锡惠山森
林公园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的160多名自行车爱好车参加。

董施缘、赵安来摄影报道

高校学子以车会友高校学子以车会友

本报电 （立风） 由人民体育、人民网舆情
数据中心共同制作的“2017 最具影响力马拉松
赛事排行榜”Top100近日正式发布。

排行榜从舆情热度、赛事级别、参与情况、
奖金情况、专业性五大维度进行评估，共涉及40

余项具体的评估指标。北京马拉松赛、厦门国际
马拉松赛、杭州马拉松赛、兰州国际马拉松赛、
重庆国际马拉松赛、广州马拉松赛、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无锡马拉
松赛、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分列第一至十。

马拉松赛事影响力排行榜发布

第 31 届
大连国际马拉
松 赛 近 日 举
行。本届马拉
松赛以“相约
大连，激情奔
跑”为主题，吸
引了近 3 万名
运动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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