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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仁慕尼黑的红色球衣、多特蒙德的
黄黑战袍、“沙拉盘”冠军奖杯……在日前
于江苏南京举行的 PP 体育&德甲战略合
作高峰论坛上，来自德甲18支球队的签名
球衣格外惹眼。而同球衣一同来华的，还
有来自德甲及各支俱乐部的代表。

德甲是全球最成功联赛之一，进入
中国 20 多年来，德甲吸引和培育了为数
众多的球迷群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
版权的落地，如今中国球迷可以同步观
看所有场次的德甲联赛。

在此过程中，德甲俱乐部开始重视
和“抢滩”中国市场。在挖掘市场价值
的同时，德甲俱乐部也在通过青训等方
式，助力中国足球发展。

6家俱乐部在华开设办公室

“中国有超过 3.2 亿的球迷，其中有
1.2亿是德甲球迷。”在当天的论坛上，德
甲国际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克莱因说，与
中国合作携手 24 年，德甲与中国球迷建
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意识到中国市
场不容忽视的巨大潜力。

面对庞大的球迷基础，德甲有更大
的愿景。“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球迷
的所需所想，让德甲成为在中国的欧洲
第一联赛。”罗伯特·克莱因表示。

在登陆中国的整体策略下，各支俱
乐部也加快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据
悉，目前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沙尔
克 04、门兴格拉德巴赫、法兰克福和沃
尔夫斯堡等6家俱乐部已在中国设立了办
公室。利用社交媒体和活动维护球迷
关系、与中国企业加强商业合作、推广
青训模式……德甲与中国球迷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为何德甲俱乐部如此青睐中国市

场？沙尔克 04 俱乐部中国区总经理菲利
普·吕特格斯道出了心声：德国国内市场
基本大局已定，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市场
机会，国际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中国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国的人口很
多，也有很多足球粉丝群体。”

相较于拜仁、多特蒙德等豪门以及
法兰克福、沃尔夫斯堡等中国球迷熟悉
的球队，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中国似乎并
没有那么“显赫”。2018年，门兴俱乐部
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俱乐部中国区总
经理马丁·蒂斯说，希望将球队的核心能
力与中国足球的需求相结合，促进中德
理解、支持中国足球发展。

“我们的俱乐部在中国还不是很有
名，所以我们可以邀请合作伙伴来办公
室坐坐，就像到了门兴俱乐部的感觉一
样，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马丁·蒂斯
用相当流畅的中文说道。

版权合作带动商业价值

在过去一年，中国球迷的一大福
利，便是可以通过 PP体育平台，看到所
有的德甲比赛。这得益于苏宁体育集团
旗下的PP体育与德甲联盟的合作。

去年 7 月 10 日，PP 体育和德甲联盟
就2018—2023赛季为期5年的德甲全媒体
独家版权进行合作。这也是德甲联盟历
史上首次将独家全媒体版权售予一家中
国的新媒体公司。

“中国球迷可以在PP体育上看到所有
的德甲比赛，PP 体育也利用自己的能
力，生产了本地化、制作精良的内容节
目。可以说，德甲和苏宁的合作，让德
甲找到了在中国的家。”德甲国际中国区
首席代表帕特里克·施蒂贝尔说。

此外，这一年，PP 体育通过本土化

的营销模式打通商业和足球的边界，发
起了德甲媒体行、球迷朝圣之旅和德甲
之夜等文化活动，发挥了中德文化、足
球间的桥梁作用，拓展了德甲在中国的
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据悉，苏宁体育与德甲联盟将继续
在版权运营、内容输出、品牌推广等领
域深化合作，并在青训、电子竞技、体
育零售、国际经贸、体育营销、科技创
新等领域全面合作，逐步释放德甲的价
值，打造德甲中国“新主场”。

引进最新青训体系

在中国发展青训，也是多家德甲俱
乐部聚焦的重点工作。德国足球的青训
传统以及培养体系正在逐渐进入中国。

“我了解到，中国有 2 万多家足球培
训学校，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德国
足球俱乐部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更加可持
续的青训体系，我们也会仔细遴选中国
的合作伙伴。”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中国

公司董事总经理鲁文·卡斯帕说，拜仁
俱乐部目前在深圳、太原、青岛有 3 家
青训学院，把最新的训练体系带给中国
青少年。

马丁·蒂斯说，门兴格拉德巴赫同
江苏宿迁开展了青训项目，与政府和足
协密切合作，为当地学校提供教练培
训、青训和国际教育。为此，门兴俱乐
部还派出 2 名专业教练，到宿迁进行全
职工作。

曾在德甲效力的杨晨，如今是中国
足协国管部训练总监。谈及德国青训与
中国的合作，杨晨表示，德甲每家俱乐
部都有不同的青训体系，希望在合作过
程中，能够把青训体系以及德国足球务
实、职业的精神带到中国来。

“在青训合作时，德甲俱乐部也要了
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孩子的特点，特别要
注重对教练员的培训。”杨晨强调，“如
果说德国的专家能来培养出很多好的中
国教练，那我们青训的基础构架将搭建
得更完善。”

2019年世乒赛单项赛将于 4月 21日到 28日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举行，并将进行5个单项的角逐。

布达佩斯世乒赛是明年东京奥运会前最重要的单项
世界大赛，包括中国乒乓球队在内的世界强队纷纷派出
最强阵容出战。此外，由于东京奥运会新增混双项目，
国乒派出了许昕/刘诗雯以及樊振东/丁宁参赛。强将出
征，中国队能否一扫敌手，笑傲群雄？

奥运练兵 志在必得

中国乒乓球队已于上周前往奥地利备战，进行适应
性训练，包括适应时差、气候和调整身体状态等。此
前，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直言，本届世乒赛对中国乒乓
球队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非常重要，因此在男单、女
单和混双3个奥运项目上，中国队都派出了最强阵容，马
龙、樊振东、许昕、丁宁、刘诗雯等强将全部出战，期
待一举拿下金牌。刘国梁还表示，国乒在本届世乒赛上
的主要对手是近年来进步神速的日本队，特别要高度警
惕。“3个奥运项目的金牌，我们志在必得！”

3月初，国乒结束世乒赛队内选拔后，在深圳龙岗进
行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训练。由于混双成为奥运项目，这

次封闭训练中，男队和女队首次在一起合练，效果明
显。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男单小将樊振东在奥地利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封闭训练练了那么多，现在比赛临近，
主要就是保持平常心，这几天把自己的身体、技术都调
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在不久前结束的卡塔尔公开赛和亚洲杯上，中国队
表现不错。对于这次世乒赛，刘国梁也充满信心。“在这
两次比赛当中，教练队员都在不断磨合。世乒赛是一种
锻炼，我希望球队通过世乒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
大。”刘国梁说。

马龙回勇 军心稳定

在出征世乒赛前，刘国梁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队
长马龙恢复超出预期，他的回勇也稳定了军心。

上个赛季，马龙饱受伤病困扰，一度远离国际赛场
半年之久。本赛季，马龙先是在卡塔尔公开赛夺冠，上
周末又打进了亚洲杯决赛，最终惜败樊振东。

“亚洲杯前，我希望马龙拿出七成的状态去找比赛
感觉，现在我感觉已经达到了八五成。”刘国梁称，亚
洲杯小组赛一天 3 战，马龙都坚持了下来，而且求胜欲

望很强烈。“马龙不缺冠军，也不缺世界排名，更多的
是对比赛的信念和为国争光。”亚洲杯上，马龙连胜日
本的张本智和与丹羽孝希两大主力，从成绩和信心上
碾压了对手。

日本是明年奥运会的东道主，近年乒乓球技术进步
神速，也曾给中国队制造过不小的麻烦。不过，刚刚结
束不久的卡塔尔公开赛和亚洲杯上，中国队横扫了日本
队。日本女子名将伊藤美诚以及男选手张本智和分别被
中国队员击败，其中在亚洲杯主场作战的张本智和被马
龙和樊振东“双杀”。不过，不管是对方有意放“烟雾
弹”，还是国乒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只要赢得胜利，
就是一种利好。刘国梁说：“马龙在最关键的时候复出，
从稳定军心和提升士气来说都做得非常好，给队伍注入
了活力和更强的战斗力。”刘国梁希望，队员们能在世乒
赛上摆正位置，去拼对手。

混双比赛 实力强劲

按照比赛的既定安排，5个单项中最先决出的是混双
冠军，这也是 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增的项目。出战的两
对组合许昕/刘诗雯、樊振东/丁宁组合，都是着眼东京

奥运的配置，实力强劲。许昕/刘诗雯最近参加 3站比赛
都拿到冠军，胜率达到100%。

国乒历史上曾经近 20 次获得世乒赛混合双打冠军，
是获得这个项目冠军最多的国家。自 2009 年起，出于

“养狼计划”的需要，中国队开始改派二线组合参赛。不
过，混双被列入 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马
上引起各国的重视，这次中国队派出许昕/刘诗雯、樊振
东/丁宁“双王牌”组合，是10年来首次派主力搭档出战
世锦赛混双比赛。刘国梁此前多次到训练馆指导混双组
合，还制定了特别的热身计划——让许昕/刘诗雯对战男
双选手。

双打的配对原则一般是一左一右、一凶一稳。许昕
是左手，刘诗雯是右手；许昕是直板弧圈打法，站位有
些靠后，刘诗雯以近台快速进攻为主，两人不存在跑位
困难。樊振东是右手，丁宁是左手，樊振东进攻十分凶
狠，丁宁则比较稳健、很少失误，两人的组合是实力型
搭档。两对组合冲金都大有希望。

至于男女双打，由于这两项都不是东京奥运比赛项
目，本次世乒赛中国队重在练兵。因此，在人员组合
上，男双只有老将马龙一人，其余3人都是新人，女双则
由陈梦、朱雨玲带领王曼昱、孙颖莎去角逐。

校园足球教练英国取经

本报电（赵雪彤） 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
合 秘 书 处 和 英 国 大 使 馆 文 化 教 育 处 承 办 的

“2019年校足办—英足总国际教练员培训班”日
前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足球教练员
在绿茵场上洒下了拼搏的汗水。

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重要成
果，“校园足球教师、教练员赴英国留学项目”
已成功举办三届。英国先进的足球文化为中国
足球的“未来之星”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校
园足球也为中英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

摩托艇联赛再战重庆彭水
本报电（记者刘峣） 4 月 15 日，第九届中

国摩托艇联赛“太极水杯”重庆彭水大奖赛
暨中美澳艺术滑水精英赛新闻发布会在京召
开。据悉，本次比赛将于 5 月 12 日至 15 日在
重庆彭水县乌江水域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
国 各 大 顶 级 水 上 俱 乐 部 的 摩 托 艇 选 手 和 中
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艺术滑水选手近 300 人
参加。

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重庆市
体育局主办，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承办。今年的两大赛事延续了往年“职业与爱
好者”“竞技比赛与全民健身”并存的做法，在
4天的比赛中，除了有职业选手参与的中国方程
式摩托艇、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立式水上摩
托竞速赛和水上飞人花样赛外，还设立了以全
民参与、体现幸福美好生活为主旨的“爱情艇
好”群众体验赛等。

近日，德国
足球名宿克林斯
曼作为德甲特邀
大使来到中国，
参与了 PP 体育
和德甲共同发起
的“德国足球文
化月”活动。

图为克林斯
曼同 PP 体育代
表 交 换 礼 物 。

（PP体育供图）

出征世乒赛，国乒胜算有多大？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抢滩中国市场
德甲雄心勃勃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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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中国女将确认
今年不登陆WNBA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李博闻、林
浩） 记者16日获悉，收到美国WNBA俱乐部合
同的八一女篮球员李梦和孙梦然确认今年将不
会登陆女子美职篮。

随着中国女篮中锋韩旭被女子美职篮纽约
自由人队选中，另外两名国手孙梦然和李梦也
受到了女子美职篮球队的青睐，孙梦然和李梦
分别收到了亚特兰大梦想队和明尼苏达山猫队
的合同。

经过与俱乐部沟通，两名球员主动选择今
年不赴美，全身心投入到军运会和奥运会预选
赛的备战当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今年 10
月将在湖北武汉举行，以八一女篮为班底的中
国女篮将征战其中。

丁 宁

王曼昱

樊振东

马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