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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抗疫力度大

为防控疫情，复赛的 CBA 选择
在南北两地空场举行。在此基础
上，青岛和东莞两个赛区还实施了
极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两个赛区的场馆和酒店均设置
了绿区、蓝区和黄区。其中绿区人
员主要为俱乐部、球队的参赛人员
和裁判员技术代表，全程实施封闭
管理。绿区人员每天需要检测两次
体温，并不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确
保人员健康、安全和赛事的平稳顺
利进行；在酒店和场馆往返时，球
员等绿区人员使用专门车辆；训练
和比赛期间，球员也只能在规定区
域活动，不与其他人员密切接触。

防控至上的思路还体现在诸多
细节之中。例如，为降低潜在风
险，东莞篮球中心的空调系统在比
赛期间关闭了回风管；在青岛赛
区，球员的餐食均由工作人员送到
各自房间，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到
专门设置的室外就餐平台上用餐。

在全民抗疫的背景下，复赛后
的 CBA 联赛用充满仪式感的方式为
抗疫助力。在各队第一场比赛前，
球员、教练、裁判和工作人员在场
中肃立，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
的烈士和逝世同胞致哀。CBA 还设
计了致敬环节和致敬手势——两两
握拳、小臂交叉——向抗疫英雄致
敬，表达全力以赴的信念。

此 外 ， 球 员 的 球 衣 也 很 有 态
度。第一场比赛时，各队队服均印
上了“必胜”图案。据了解，每个
球队球员全体签名的球衣将进行拍
卖，相关资金用于公益活动。比赛
结束后，为了表达对球迷的感谢，
参赛球员还会一起面向主机位，向
镜头前的观众鞠躬致谢。

传递篮球正能量

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观赛，球迷
仍有很多方式参与到比赛之中。

此前，CBA 联赛在官方社交媒
体矩阵上开展了一系列球迷互动活
动，并选取优质内容，用球迷应援
弹幕的形式，呈现在比赛现场的
LED 屏和场边的应援大屏上。每场
比赛跳球前，通过俱乐部选拔的球
迷代表作为“球迷首发”与球员

“一同上场”，以图片字幕的形式出
现在转播画面里。

新疆队队员周琦在谈到比赛时
说，比赛少了观众，就少了一些激
情。但在中场休息时，他看到球场
的大屏上出现了很多球迷的脸，感
觉挺有新意。

通过 5G 技术，球迷还能以特殊
的方式“现身”赛场。CBA联盟 5G
联合实验室推出了名为“5G 云观
众”的在线观赛+现场联动互动直播
产品，实现了比赛画面、用户视
频、云观众画面多屏同看。球迷在
视频网站观看比赛时，可以将自己

的观赛画面投射到现场座位席的
“云观众”大屏上，为支持的球队加
油助威。

即 便 是 空 场 ， 球 场 氛 围 也 要
“炸起来”。比赛间歇或暂停时，赛
场会播放主队拉拉队在过往比赛中
的助威视频，营造主场氛围。同时，
CBA 还安排现场 DJ沿用主队习惯的
背景音乐、球员特效音乐和加油口
号，让球员找到主场作战的感觉。

北京首钢队球员方硕说，虽然
在青岛比赛，但现场听到了进球后
的音乐和熟悉的加油口号，自己感
受到了主场氛围。

千呼万唤中重启的 CBA，释放
了球迷积蓄已久的激情。数据显
示，复赛首日进行的5场比赛，每一
场的网络观看人次都超过了 100 万，
最多的超过 200 万。在微博、抖音、
虎扑等平台上，关于 CBA 的话题讨
论热度不减。

“我希望大家凭借优异的表现，
树立每支队伍积极、健康的形象，
传递 CBA 联盟的正能量。”姚明说，

“让篮球这项伟大的运动，向我们的
家人、朋友和全社会诠释真正的体
育精神。”

激烈赛程有看点

由于疫情，CBA 球队的不少外
援无法归队，有过半球队使用全华
班出战。为此，复赛后的联赛进行
了外援政策的调整，要求有外援的
球队在对阵全华班时应执行 4节 4人
次、第四节只能上场 1 人次的规定。
比赛重启后，本土球员得到了更多
的历练，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得到了
保证。

首日比赛，启用“全华班”的
新疆广汇队七人得分上双，战胜坐
镇主场的青岛国信双星队。同为

“全华班”的浙江广厦队，面对有外
援的对手取得两连胜。复赛前排名
第三的辽宁队则遭受败绩，首战不
敌林书豪率领的北京首钢队，随后
球队迅速启用外援梅奥，放弃“全
华班”阵容，但依然不敌广州男
篮。高居榜首的广东男篮则保持着
火热的状态，随着周鹏的复出，以
单外援出战的卫冕冠军凭借一波两
连胜，继续向常规赛冠军发起冲击。

外援的减少和密集的比赛让复
赛后的CBA联赛充满悬念，季后赛卡
位战从一开始便火花四溅。更重要的
是，根据复赛安排，本赛季 CBA 季后
赛前两轮（12进 8、8进 4）都将采用一
场定胜负的方式，半决赛和决赛则采
取三局两胜制，这将给冷门和黑马的
诞生创造更多可能。

全力以“复”CBA再出发
本报记者 刘 峣

从敢梦敢当到全力
以“复”，本赛季的CBA联
赛终于重燃战火。6月20
日，20 支球队在青岛和
东莞两地重整旗鼓，吹
响了中国体育职业赛事

“复工”的集结号。
疫情当下，重启后

的 CBA 被寄予了更多意
义和希望。正如中国篮
协主席姚明所言，CBA
的复赛对于全面推进复
工复产、恢复生活秩序
的战略意义深远，其社
会影响已超出篮球运动
本身。

为此，CBA 联赛通
过各种措施，在确保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打造精
彩比赛，在赛场内外展
现中国篮球和中国体育
的“重生”力量。

▼ 独臂篮球少年张家
城 （左二） 为比赛开球。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广东东莞银行篮球中心。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都说文体不分家，但近来体育界的一些纷
纷扰扰却让人担忧：风靡于文娱行业的追星乱
象，是不是离体育太近了？

有花滑运动员被指在奥运赛场上“摔队
友”，不少娱乐类账号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拥而
上，主导了一场针对运动员的网络暴力。赛场
上一个未能完成的高难度动作，在互联网的放
大镜下竟演绎成欺负队友的“罪证”，让人哭笑
不得。

有的运动员被粉丝看作容不得半点批评的
“宝宝”。即便发挥不佳、成绩不好，也只许粉
丝自己守护，不准他人置喙。理性追星、客观
讨论的舆论环境，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控评”
和非黑即白的判断，令很多体育爱好者望而却
步。

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粉丝，把“一山难容
二虎”的剧情搬进了体育圈。喜欢某一个队
员，其队友或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便成了敌人。
队员之间明明惺惺相惜，粉丝却非要“脑补”
出暗中较劲情节，把热血体育变成了庸俗宫斗。

事实上，喜爱明星、追逐偶像，无论在体
育还是文娱界都不是一件坏事。在中国体育发
展的各个时期，都有受人崇拜和追捧的体育偶
像。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体育“女团”，更是成
为影响力绵延至今的“顶流”。体育偶像所承载
的拼搏精神、爱国情操，是中国体育的最大财
富。

如今，随着现代体育与互联网和商业化的
结合日益紧密，体育同娱乐圈的互动越来越频
繁。体育明星受到全民关注的背后，体现了体
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多元、对人们的精
神世界更具影响力。

然而，在文娱行业引发争议的一些乱象入
侵体育，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体育“破
圈”虽好，但千万不能变了味。

竞技体育虽然未必完全是成王败寇，但是
也以成绩分高下。守护体育偶像，既要经受赞
美，也要能受得住批评、受得了失败。在赛场
上倒下，运动员需要的不是粉丝“抱走”，而是
自己勇敢地站起来。毕竟，体育赛场不是温
室，一样要靠“作品”说话。

随着中国体育多点突破，越来越多的体育
项目和运动员收获更多大众关注。但体育具有
很强的专业性，任何指责、猜测都有赖于专业
分析的支持，而非“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
编”，以立场先行的方式攫取流量。毕竟，体育

是光明正大的比拼，不需要“营销”助力。
这也提醒一些体育明星，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前提下，穿梭于体育与娱乐的“旋转门”无
可厚非。不过，一旦获得了超越赛场的关注、
参与了体育之外的话题，便有可能付出额外的
代价，承担的职责与批评也更甚以往。须谨
记，赛场上的光芒，才是体育人最耀眼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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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临近，湖北省荆州中学组织了内容丰富的趣味体育
运动项目，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身心状态。

图为高三学生在趣味运动会上进行“向胜利出发”集体跑步。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运动疏压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薇） 中国
小将颜丙涛22日以6︰9不敌3届世
锦赛冠军塞尔比，无缘斯诺克巡回
赛锦标赛半决赛。

20 岁的颜丙涛本赛季成绩抢
眼，从而以单赛季第六的排名获得
前八选手才有资格参加的巡回赛锦
标赛。由于没有征战本月初的冠军
联赛，本次比赛成为颜丙涛的赛季
重启首战。他下午场与塞尔比4︰4
不分高下，但晚场一直处于被动追
赶局面，最终6︰9落败。

颜丙涛赛前在接受世界斯诺克
巡回赛官网采访时透露，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期间，他一直待在谢菲尔
德。“打了很多电脑游戏，看了一些
电影，有时还会看看自己的比赛视
频”。

谈及塞尔比之前在同一场地参
加了冠军联赛，颜丙涛表示这的确
会让对手更熟悉赛场。但在他看
来，塞尔比是和奥沙利文、特鲁姆

普以及希金斯一样的顶级球手，在
任何比赛中战胜他们都很困难。“这
个时候还能打比赛让我觉得很幸
运。我不会去考虑输赢，只想学习
和提高。”

晋级半决赛的塞尔比将等待对
阵墨菲与艾伦间的胜者。另一场半
决赛将在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和马奎
尔之间展开。

中国头号球手丁俊晖本来凭借
单赛季第五的排名获得参赛资格，
但尚在中国的他为避免长途旅行，
决定放弃比赛。于是，位列单赛季
排名榜第九的马奎尔替补参赛。

英国政府6月1日起对精英及职
业体育赛事闭门举办“开绿灯”，斯
诺克冠军联赛立即在位于伦敦西北
米尔顿凯恩斯的马歇尔体育馆操办
起来。赛事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举
办，是因为体育馆内能安排参赛球
员及工作人员住宿，方便大家在比
赛期间“与世隔绝”。

颜丙涛止步斯诺克锦标赛四强

5个月的等待，CBA战火重燃。职业体育或曾
暂停，然而普通人对篮球的热爱从未减少一分。

古古罗加子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名热
爱篮球的少年，有“凉山黑鹰”的名号。在他
的家乡，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球场。很多时
候，他只能在山间的空地上和小伙伴们打球。
疫情防控期间，之前打球的地方关了，他只能
爬到山上，找一块平地架起简易的篮筐。一打
就是一天，饿了，就拿出些木薯来吃。

即使不能出门，一块木板、一个钢圈、几
根细绳，三下五除二便是一个简易篮筐；难寻

队友，自己就是一整支队伍。
因意外失去右臂的13岁少年张家城最近首

次站在了他梦想的职业篮球赛场，为 CBA 复赛
首日广东与山西队跳球。手指挑起篮球，球在最
高点自由落下，被易建联摘到，张家城的眼睛闪
着光芒。得到这样的机会不仅因为他一只手臂仍
然能眼花缭乱地运球，更是因为他的坚强、乐观
感动了无数人。“虽然很难，但我在打球时能感受
到快乐。”张家城说。因为热爱带来力量，这力量
可以让你披荆斩棘，在平凡中展现伟大。

不管是登上CBA全明星赛的篮球草根扣将

矣进宏、小有名气的网红篮球手“军哥”“头盔
哥”，还是张家城、“凉山黑鹰”这样的普通少
年，在短视频等平台上，你可以看到许多像这
样热爱篮球的人。

时空有别，热爱无差。中国篮协主席、
CBA董事长姚明表示，为每个篮球爱好者提供
展现自我的平台，聚沙成塔，让每个篮球梦想
都可以熠熠闪光。

著名体育解说员宋世雄说：“青少年踊跃参
与篮球运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可以推进篮
球运动的发展，促进篮球运动的普及。包括我
们说的篮球后备人才，有许多青少年，从少年
时期、学生时期就努力开展这个活动，那么我
们以后的体育明星，就有可能出自他们其中。”

正是这些热爱、拼搏、坚持，汇聚成中国
青少年篮球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篮球之爱从未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