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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悲伤不能遗忘

刘颖余

“当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那叫勇

敢；当一个团队挺身而出的时候，那叫担

当；当一个国家身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的

时候，那就是使命，就是信念，就是一往无

前。”

还记得这些话吗？

它出自一个名叫黄菁的心理教练之

口。在2020年2月的贝尔格莱德，他给中国

女篮将士带来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讲，点

燃了姑娘们的激情和斗志，也让中国女篮接

连击败强敌，率先拿到东京奥运会出线权。

在那个疫情肆虐的冬日里，这些话，这

些胜利，给国人带来了多少温暖和自豪！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留下这段难忘演讲

的人，前不久因病辞世，生命定格在 55岁。

这是中国篮球的悲伤时刻，也是中国体

育的悲伤时刻。某种意义上，黄菁教练传递

出的精神力量，突破了篮球场的界限，也超

越了体育。

“生如夏花之绚烂，去如秋叶之静美”。

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话

语，将化为永恒，激励所有勇敢的来者。

不知怎的，在亚洲杯中国男篮不敌黎巴

嫩的那个夜晚，当“想念郭艾伦”冲上热搜的

时候，我竟多次想起黄菁，想起他留下的那

些话语。

我并不认为，中国男篮输球是不可接受

的。他们面对着许多客观不利的原因，小伙

子们也拼尽了全力，但当终场哨响，中国球

迷仍感到了失望，甚至悲伤。

这样的失望和悲伤，和中国女篮两年多

前所带来的欣喜和鼓舞，形成了极为鲜明的

对照，当然也映衬着所有黎巴嫩人的激动和

狂喜。

“我们来自一个充满悲伤的国家，所以我

们只是想让我们的人民感到开心。我为我的

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战斗到了最后，每个人都

在进步，我们依靠团队取得了胜利。我为这

场胜利感到骄傲。我要把这次胜利献给每一

位黎巴嫩人，我们爱你们，我们会坚持到最

后。”在该场比赛中独揽 32 分的黎巴嫩球员

阿拉基赛后动情地说。

这就是竞技体育，胜利或失败，不只是一

个结果，而关联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我想，这也是竞技场上运动员为什么必

须全力争胜的原因。

勇敢、担当、使命、信念、一往无前，这些

词平时听起来似乎很虚，但在某个夜晚，当面

对某场具体的比赛，运动员一定会懂得其中

的含义，并为之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不

只是要为自己而战，也为国家荣誉和支持者

的快乐而战。

自 2015 年拿到亚锦赛冠军以来，中国男

篮实际上处于一个清晰的下降通道——

家门口的世界杯惨败，首次无缘奥运会，

CBA 联赛关注度和比赛质量下降……这

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篮球生态

的一种真实反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男篮可以输，

也输得起，但我还是希望小伙子们输得明

白，更希望他们记住输球后的沮丧和不

甘，记住球迷那一刻的失望和悲伤。

是的，有些悲伤不能遗忘，比如我们

失去黄菁的悲伤，关键场次输球后球迷的

悲伤。我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铭记这

些悲伤，把悲伤化为力量，努力训练，并在

日后的比赛中，带给国人更多的欢乐。

固然，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丰富多元

的时代，优秀运动员们有着多样的选择：

他们不只是可以靠打球赚钱，还可以当网

红、赚流量，但无论选择有多少种，为国效

力一定是所有优秀运动员最高的人生目

标，是他们的信念和担当所系。尤其在中

国男篮陷入历史低谷时，所有优秀的运动

员更需要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中国男子三大

球长得越来越像了。希望中国男篮的小

伙子们能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我相信，他们有时间也应该有

能力做到。

有些悲伤不能遗忘，比如我
们失去黄菁的悲伤，关键场次输
球后球迷的悲伤。我希望，中国
男篮小伙子们铭记这些悲伤，把
悲伤化为力量，努力训练，并在
日后的比赛中，带给国人更多的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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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日前，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落下帷

幕。在竞走项目最后一个小项——男子 35
公里的角逐中，中国选手贺相红大幅度提高

个人最好成绩，以 2 小时 24 分 45 秒获得第

五名。

本届世锦赛竞走项目共分男女 20公里、

35 公里四个小项。切阳什姐取得 20 公里和

35 公里两枚铜牌，证明了中国竞走女队的实

力。在男子 20 公里项目上，参赛的 3 名中国

选手中，王凯华和崔利宏分列第 13 和第 14，
张俊排在第 24，显示出一定的差距。

传统强项遭遇挑战

竞走是中国田径的传统优势项目，多

次在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今年 5 月，随着

世界田联认证切阳什姐递补获得 2012 年伦

敦奥运会竞走冠军，中国队也得以包揽伦

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 20 公里竞走男女项目

的金牌。

然而，近几年来的大赛中，竞走项目的竞

争日趋激烈。以意大利、波兰为代表的欧洲

选手实力大增，近邻日本也在奋起直追。去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竞走男子项目

上无缘奖牌；志在必得的女子 20 公里项目

上，最终只由老将刘虹获得铜牌。意大利选

手则包揽了男女 20公里项目的金牌，日本选

手取得了男子 20公里的亚军和季军。

本届世锦赛前，中国队已经实现了女子

20 公里竞走项目世锦赛五连冠的佳绩，志在

冲击该项目的世锦赛六连冠。但在最终较量

中，此前籍籍无名的秘鲁选手加西亚·莱昂异

军突起夺得冠军，银牌被波兰选手兹杰布沃

摘得，进一步证明该项目竞争之激烈。

新老交替表现不稳

东京奥运会后，中国竞走项目正在经历

人员的新老交替。本届世锦赛，中国队在女

子 20公里项目上满额参赛，以新老搭配的阵

容出战。老将刘虹和切阳什姐经验丰富，新

秀马振霞和吴全明则是首次参加世锦赛。最

终，除了切阳什姐的铜牌，刘虹排名第五，马

振霞和吴全明分列第 10和第 13位。

虽然距离取得奖牌尚有差距，但马振霞

和吴全明这两名年轻队员得到了锻炼。马振

霞在赛后坦言，第 10名的成绩不算理想，“值

得总结的地方有很多，但收获了很多经验。

还需要从前辈身上学到更多东西，今后才能

取得更好的成绩。”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国竞走要想重

返奥运巅峰，无疑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作为巴黎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练兵，本届

世锦赛是中国竞走军团的新起点。虽然两铜

的成绩无法说满意，但通过本届世锦赛收获

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备战两年后的巴黎

奥运会，对中国队来说更为重要。

提前应对设项调整

本届世锦赛前，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竞

走设项进行了改革。为了促进男女平等以及

增强赛事的观赏性，2024 年巴黎奥运会将增

加男女混合团体项目，取代此前的男子 50公

里竞走项目。

对此，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李健认为，对于

中国竞走项目来说，设项调整固然是一种挑

战，但未尝不是机遇。“从以前的成绩看，我们

在男子 50 公里这一单项上并没有突出优

势。中国竞走的整体实力不弱，混合团体项

目更考验一支队伍在男女项目上的综合实

力，一撤一增对中国队或许是利好。”

对于混合团体这个新项目，刘虹认为比

较适合自己这种老运动员：“混合团体这个项

目对男女运动员的能力要求都比较高。老运

动员的训练年限长，大赛经验丰富，或许是优

势。如果可以，我希望继续和队友们合作，展

现中国竞走的整体实力。”

中国田径协会竞走部部长杨黎锋认为，

虽然东京奥运会和本届世锦赛，中国竞走选

手都无缘冠军，但客观而言，中国竞走的整

体竞争力依然处在世界一流水平，“女子和

男子项目都具备竞争力，人才形成了一定的

梯度。”

在今年 3月初举行的世界竞走团体锦标

赛中，以新人为主的中国队包揽了奖牌榜和

积分榜首位。中国队不仅包揽了男女青年组

10 公里和女子 20 公里三个项目的个人和团

体冠军，在男子 35 公里和男子 20 公里项目

中，也分获团体亚、季军，最终以 6金 4银 3铜

的成绩收官。由此可见，中国竞走项目的整

体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对此，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田晓君表示：

“竞走作为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争金的目标

不变。我们将认真总结本届世锦赛的经验，

下一步争取按奥运会的标准来考核、检验训

练，同时做好新设项目的人才选拔以及备战

工作。”

中国竞走为奥运蓄力

12名大学生球员被 CBA球队选中，清华大学王岚嵚成选秀状元

当CBA选秀不再是走过场

世锦赛拿到两铜 年轻选手收获经验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南京同曦俱乐部已经做出了选择。”伴

随着选秀卡被交回到场地中央，2022CBA（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大会的大幕徐徐

拉开……

7 月 24 日，来自清华大学的后卫王岚嵚

以第一顺位的身份被南京同曦队选中，成为

本年度 CBA 选秀大会的状元。他是 CBA 历

史上第 8位选秀状元，也是第 100位通过选秀

登陆 CBA的球员。

与此同时，在今年全部被选中的 20名球

员中，共有 12 人来自 CUBA（中国大学生篮

球联赛）。据统计，CBA 选秀 8 年来，共有 57

名 CUBA球员被选中，登上职业篮球赛场。

相比于国外篮球联赛较为成熟的上升渠

道，CBA 的选秀大会刚刚走过 8 个年头。按

照规定，选秀池中的球员来自 CBA、NBL（中

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俱乐部推荐，省级体育

局推荐，以及 CUBA 的学生球员和一部分以

个人身份报名的球员。

从第一届仅有一人被选中，到 2021年 30

人被各家俱乐部挑中，CBA 选秀为心怀职业

篮球梦想的球员带来了更多可能。

相较于以往 CBA 选秀俱乐部更倾向于

选择青训体系中培养出来的球员，以及来

自 NBL 俱乐部的球员，近几年大学生球员

参选和被选中的数量大大增加。许多俱乐

部甚至早早就派出球探到 CUBA 的看台，

观察那些在大学生联赛中大杀四方的“学

生球星”。

通过选秀走上 CBA 舞台的学生球员中，

不乏如今已在职业赛场打出名堂的例子。毕

业于北京大学的郭凯，在 2016年举行的第二

届 CBA 选秀大会中，被如今的广州队以状元

签选中。2021 年，广州队为场均 10.8 分 7.9

篮板的郭凯送上了选秀球员中的第一份顶薪

合同。

当然还有号称“北大三杰”的王少杰、祝

铭震和张宁，来自厦门大学的袁堂文和黎伊

扬，以及清华大学的齐麟和郑祺龙等人，越来

越多的学生球员可以通过 CUBA 的历练和

CBA的选秀，叩开职业联赛的大门。

回到今年的选秀舞台，出生于 1998年的

王岚嵚从 10 岁开始接触篮球，场上司职后

卫。2014 年山东省运会上，王岚嵚与队友一

起帮助潍坊队获得篮球乙组冠军。而他当时

的队友中，就有如今已在 CBA 效力的陈培东

和谢立石。

高中二年级时，顶着“全国最强高中生”

名号的他，收到了清华大学提前抛出的橄榄

枝。本赛季 CUBA 全国赛期间，王岚嵚场均

得到 9.7 分 3.9 个篮板 5.9 次助攻 2.4 次抢断，

带领清华男篮夺得北区冠军。

虽然有不少球员成功从大学赛场走上职

业道路，但仍然有声音对学生球员的职业道

路提出质疑。“大学毕业已经 24岁了，还有多

少天赋可以去兑现？”“球队选一个 24岁的球

员，不如用自己梯队 19岁的球员”“大学赛场

和职业联赛的强度不一样，学生球员难以适

应”……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关注到学生球员的

CBA 俱乐部，对于这些球员的实力和适应能

力仍然会有所顾虑。在此次 CBA 选秀中，大

多数俱乐部在第二轮选秀中纷纷举起“放弃”

的牌子便是例证。

虽然 CBA 选秀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

顺，但这样的尝试本身就意义不凡。随着姚

明在 2017 年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并力推一系

列改革，CUBA 和 CBA 之间的藩篱正在逐渐

被打破，大学生球员通向职业赛场的道路也

在逐步明晰。

毋庸讳言，即便能够真正踏上 CBA 赛

场，学生球员也要面临如何向职业球员身份

转换、更趋激烈的对抗和竞争等一系列挑战，

最终能否真正适应职业赛场也需实践检验。

但从校园到职业赛场所迈出的这一步本身就

弥足珍贵。大学生球员越来越受 CBA 球队

欢迎，这就是选秀存在的意义。

无论是 CBA 还是中国男篮，都处在新老

交替的变革调整期。只有当 CBA 选秀不再

是走过场，当那些被选中的球员能够真正成

为各家俱乐部的中坚力量，设立 CBA 选秀的

初衷才不至于被辜负。

手到擒来
7月25日，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2年全国男子手球冠军杯第五轮比赛中，北京队以48.5比

32战胜上海队，安徽队以31比25战胜广东队。
上图：7月25日，北京队球员庞佳明（右）在比赛中射门。
下图：7月25日，广东队球员周仲坤（中）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史康 摄）

收官
2022 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于当地时间 7 月 24 日落幕。

东道主美国队以 13金 9银 11铜共 33枚奖牌高居首位，埃塞俄

比亚、牙买加和肯尼亚分列二至四位，中国田径队赢得 2 金 1
银 3铜共 6枚奖牌在金牌榜上位列第五。

点评：虽然在整体成绩上不如上届世锦赛和去年的东京

奥运会，但处于调整期的中国田径队能在本届世锦赛取得如

此成绩实属合格，尤其是多名中国选手均在本届世锦赛上刷

新了个人最佳成绩，田赛项目也再获突破。对于正处于新老

交替期的中国田径队而言，本届世锦赛是巴黎奥运周期的第

一次实战演练，发现问题亦是收获。

排名
北京时间 7月 25 日，2022 年国家男排联赛结束。东京奥

运会冠军法国队在决赛中以大比分 3 比 2 险胜美国队夺冠。

赛后，国际排联更新了男排世界排名。波兰队排名榜首，法国

队上升到次席，巴西队跌至第 3。中国男排以 174 分排名第

19，在亚洲位居伊朗和日本之后。

点评：中国男排在今年国家联赛分站赛取得 3胜 9负的成

绩，无缘最后的总决赛。不过，年轻的中国男排 12 场比赛打

下来排名分净增 10.37 分，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第 22 升至第

19。从整体表现来看，中国男排与世界一流队伍差距明显。

要想晋级巴黎奥运会，中国男排任重而道远。

铩羽
经过 8 天的激烈角逐，2022 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日前在埃

及开罗结束。满额参赛的中国队表现不佳，在 3 个剑种的个

人赛和团体赛中均未能闯入 4 强，个人和团体赛最好成绩分

别是第 7 和第 6，近 20 年来首次在世锦赛上没有奖牌进账。

法国队斩获 4金居首，韩国队摘得 3金排名次席。

点评：虽然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收获一枚女子重剑个人

金牌，但中国击剑队在其余项目上均无收获，整体缺乏竞争力

的现状已然显现。本届世锦赛是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次大赛，

意在锻炼年轻人的中国击剑队满额出战，但整体实力与世界

强队相比尚有差距。看清差距，奋起直追，留给中国击剑队的

时间已很紧迫。

尴尬
2022 年东亚杯第 2 轮比赛日前全部结束，中国男足选拔

队 0 比 0 战平日本队，延续了 24 年来不胜日本队的尴尬。按

照赛程，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 7 月 27 日迎战中国香港队。韩

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次东亚杯冠军。

点评：以 U23 国家队为班底的中国男足出征本届东亚

杯，赛前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看好。首战大比分输给韩国队后，

次轮逼平日本队只能说是全力拼搏及时止损，在技战术层面

并无多少可喜之处。连战日韩两强场均不足 30%的控球率，

客观反映出目前这支中国男足在亚洲足坛的真实水平和定

位。先不去谈成绩，力争打一场有一场收获，是东亚杯对于这

支国足选拔队的意义所在。 （巴人 辑）

中国田径数字化改革有序推进
本报讯 日前，中国田径协会在京宣布，将与杭州顺

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体育数字版权应用、体育元宇宙

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探讨和合作，以中国田径数字化改

革为基础，搭建传统体育与数字科技公司的交流合作平

台，带动全产业协同发展。

据悉，双方将积极探讨与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合作场

景开发，通过数字技术链接更多体育爱好者，构建体育产

业数字跨界融合平台。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蔡勇表示：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中国田径的重点发展方向，通过体育

数字和传统体育的结合，让更多的人通过数字科技的赋

能来体验田径、享受田径。” （朱明）

整 合

据新华社美国尤金7月25日电（记者王子江）世界田联

25 日宣布，巴黎奥运会 200 米到 1500 米之间所有距离的个人

单项比赛，将增加一轮比赛，称之为“复活赛”。

世界田联在发布的声明中说，预赛中没有按照小组名次

直接晋级半决赛的选手，将通过“复活赛”争夺晋级名额，而不

是按照现在的方式——以最快的成绩排名决定剩余的晋级名

额。按照现在的做法，以小组名次直接晋级的选手在成绩表

上以大写的 Q 标注出线，剩下的通过成绩排名晋级的选手以

小写的 q表示，以后小写的 q将不再出现。

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男子百米比赛预赛中，苏炳添在第二

组中跑出 10秒 15，排名小组第五。根据规则，预赛每个小组前

三名直接晋级，其他选手按照成绩排名，前三位可递补晋级。

最终苏炳添在非直接晋级选手中排名第三，获得了半决赛资

格。女子百米选手葛曼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半决赛。

世界田联透露，新的规则适用于 200 米、400 米、800 米和

1500米、女子 100米栏、男子 110米栏和 400米栏，之前这些项

目赛制为预赛、半决赛和决赛，新赛制在预赛后加入“复活赛”

就变为四轮比赛，可以保证每名运动员至少可以在参赛过程

中跑两枪。

巴黎奥运会部分赛事
增加“复活赛”

夺 冠
7月25日，艾合麦提·麦麦提（左）与阿卜杜拉哈曼在

比赛中。当日，在科威特大穆巴拉克省举行的首届科威
特国际拳击冠军赛男子92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
艾合麦提·麦麦提战胜科威特选手阿卜杜拉哈曼，获得冠
军。 新华社发（哈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