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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呐喊

刘颖余

中国篮协要搞篮球名人堂，目前来看，

决心很大，步伐很快。最新消息是正式成

立了名人堂委员会，公布了首届入堂规模

（25 位名人堂成员与 1 个集体）。其中，15

位中国篮球前辈以“特别致敬”方式直接入

堂，“新中国篮球运动五十杰”被举荐为首

届入堂集体。

诚如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所言，从事任

何一项事业，都需要知道三件事：从哪里

来，自己是谁，到哪里去。“我们做这件事，就

是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篮球名人堂要

围绕‘从哪里来’这一核心展开”。

道理谁都懂，也不复杂，温故知新，鉴往

知来嘛，但为数不少的球迷也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篮球有许多事情去

做，诸如人才培养、俱乐部建设、裁判队伍建

设等等，这些似乎都比搞名人堂更重要。

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名人堂的建立，

需考虑中国篮球的现实情况。如果成立个

CBA 名人堂还能够选一选，但“中国篮球名

人堂”，现役球员估计也只有易建联配得上

这个荣誉。成立之初，可以让一些名宿撑撑

场子，可一旦吃完老本，以现在中国篮球人

才的青黄不接，恐怕就有些难以为继了。

球迷的想法非常朴素，也不是没有一点

道理。但篮协下大决心做这件事，也是其来

有自。几任篮协主席都有过创建中国篮球

名人堂的提议、设想乃至探索，2007 年，时任

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便促

成了线上中国篮球博物馆（CBM）的成立，并

筹建线上中国篮球名人堂。

如今，姚明接过接力棒，让名人堂从线上

变为线下，既是篮球文化的一种梳理和传承，

也是对后来者的一种激励和指引，体现了篮

球管理者的使命和担当。

有一句流行甚广的话，只有知道为什么

出发，才能走得更远。倘若中国篮球名人堂

能如姚明所言，“讲好中国篮球故事，树立中国

篮球文化自信”，让年轻一代的篮球人，更好地

重新出发，奋发图强，那就真的善莫大焉。

事实上，“建堂”之外，中国篮协还在谋划

“修史”“建库”（中国篮球资料库）等。这一系

列文化规划，也是中国篮球的基本建设和当

务之急，我们当然要满怀期待并乐观其成。

更别忘了，中国篮球名人堂也是我国体

育史上第一个名人堂，在挖掘传承弘扬中国

篮球文化的同时，其对整个中国体育文化事

业也具有探索和启发意义。

所以我们还是放下质疑，去拥抱中国篮

球名人堂的到来吧。

自然，中国篮球目前仍处于清晰的历史

低谷。当此之时，我们固然需要知道“从哪

里来”，更需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未来又向何

处去。我们创建名人堂，不仅是为了缅怀

过去的荣耀，更要让今人看清中国篮球在

世界上真正的位置。要对历史充满温情

和敬意，更需多几分当下的紧迫感和忧患

意识。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在以“特别致敬”

方式直接入堂的 15位中国篮球前辈中，领

衔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这样

的设计，合情合理，亦有特别的深意。

张伯苓先生身上的标签太多，故事也

太长，最有名的自然当属他振聋发聩的

“奥运三问”。而我在翻阅故纸堆时，印象

最深的却是他曾奋笔疾书的四个大字：

“急起直追”！这是他为 1936 年第 11 届奥

运会报告书所写的题词，急切之心情力透

纸背。事实上，早在 1929 年，他就恳切地

说过：“我日夜所努力希望者：欲二三十年

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

崛起’”。

如今，张伯苓先生的心愿已了。中国

体育之崛起，早已为世界瞩目，但他穿越

历史时光的那一声呐喊，仍动人心魄，且

时时让人警醒。

属于中国篮球的名人堂已经起航，所

有篮球人欢欣鼓舞之余，也请记住张伯苓

先生这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呐喊：“急起

直追”！

“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
先生的心愿已了。属于中国篮
球的名人堂已经起航。中国体
育之崛起，早已为世界瞩目，但
他穿越历史时光的那一声呐喊，
仍动人心魄，且时时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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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谈G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

届市运会由青少年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部分

组成，青少年竞技组共有来自全市各区和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 12000 余名选手报名参赛，

参赛规模再创新高。

作为北京市最高级别的综合性体育赛

事，4年一届的市运会为加强全市业余训练广

泛开展、培养高水平后备人才、推动青少年体

育运动发展、展示全民健身发展水平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本届市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设田

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等共计 28 个大项

33 个分项。与此同时，本届市运会还瞄准巴

黎奥运会，增设奥运新增项目作为表演项目。

培育后备力量

北京市运会体操项目较量已于近日结

束。回顾此次比赛，东城区体操代表队的教

练辛峰印象深刻：“好苗子还真不少。”

体操项目参赛选手年龄最小的 8岁，最大

的12岁，按照年龄分设8个组别，来自北京6个

区的 139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其中，东城区男

子甲组的苑留洋、乙组李桐润及西城区女子乙

组的常嘉实等选手在多个单项上获得冠军。

“在团体、全能、单杠、双杠、吊环、鞍马共

拿到 6 块金牌，是我没有预想到的。”10 岁小

将李桐润来回穿梭在赛场，金牌拿到手软，成

为令人瞩目的“明星”。

除了体操，本届市运会田径项目的较量

也已结束。750 名运动员在 3 个比赛日中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 98枚金牌。

田径赛事仲裁委员会主任文复生认为，

本届市运会田径整体水平良好。其中，12 个

项目 15人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76个项

目 244人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各参赛代表

团中，顺义、海淀、朝阳表现突出，门头沟队异

军突起，展露出很多可圈可点的‘好苗子’”。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市运会

组委会副秘书长邵晓军表示，北京市运会中

青少年竞技组的设置，对北京体育后备力量

的培育有着重要意义。“很多选手正是通过市

运会的出色表现，成功被选入国家竞技体育

后备梯队。”

发挥导向作用

上周末，北京市运会垒球项目收官。来

自 7个区的 152名垒球“小花”们奋力拼搏，展

示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最

终，老牌强队丰台区代表队在甲组、乙组均摘

得桂冠。

从参赛队伍来看，北京郊区在垒球项目

上受制于场地及师资情况，开展有限，仅有两

支队伍参赛。裁判长贾磊明认为，平谷区作

为今年新加入的队伍，虽然表现与冠军球队

差距不小，但发挥已经超出了预期。

朝阳区代表队的李依晓第一次参加大赛，

但表现不俗，帮助队伍收获了亚军。“垒球是集

体类项目，非常考验协作能力，通过垒球我获

得了自信，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这次的市运会

是我的新起点”。

邵晓军认为，在推动北京市青少年体育

发展上，市运会发挥的导向作用不可小视。

“如棒垒球、举重等相对小众的项目，如果没

有市运会的舞台，开展的情况可能又是另一

番景象了”。

在射箭项目上，来自 8个区的 128名运动

员也在上周赛出了卓越战绩。石景山体校射

箭队总教练张帆表示，市运会的设项对于青少

年体育运动开展影响很大，“如果市运会不设

置某个项目，往往会被视为该项目不重要或者

已过时。而设项日趋完整，反馈到各区、各体

校，就会促进竞技体育各个项目均衡开展”。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体育局将根据市运

会反馈的情况，进一步建立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库，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建设，鼓励

学校建立学生运动队，推进青少年体育赛事

一体化。

瞄准奥运备战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北京运动员斩获

4金 5银 4铜，所获的 13枚奖牌占中国体育代

表团总奖牌数的约 15%。在去年的陕西全运

会上，北京代表团夺得了 21 金 14 银 15 铜。

这些数据都凸显出北京作为全国竞技体育重

镇的实力所在。

北京市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

陈杰表示，本届市运会是北京市备战 2024年

巴黎奥运会和 2025年粤港澳全运会的一次重

要选拔和锻炼平台。因此，无论是项目设置、

竞技规则还是裁判安排，都力求瞄准奥运。

为对接巴黎奥运会，本届市运会竞技组

在 28 个大项 33 个分项外，另设攀岩、花样游

泳、滑板、霹雳舞等 4 项为表演项目。其中，

攀岩、滑板在东京奥运会上已入选为奥运正

式项目，霹雳舞则是巴黎奥运会新增项目。

对此，霹雳舞国际裁判郑杨认为，北京是

全国最早引入霹雳舞的城市之一，人才优势

明显。“通过本届市运会的平台，一定会让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巴黎奥运会的备战找到

精兵强将”。

陈杰表示，市运会竞技组的赛事是青少

年运动员的舞台，也是检验青少年体育发展

成果的平台。“本届市运会结束后，我们将根

据比赛情况进一步优化项目设置，并根据参

赛选手的成绩和表现遴选人才，为巴黎奥运

会的备战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北京市运会竞技杠杆撬动人才培养

尘封 13年的男子 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在今年欧锦赛上终于被打破

打破世界纪录缘何越来越难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赛，打造更高竞技水平——

本报记者 朱亚男

从 46秒 91到 46秒 86，男子 100米自由泳

的世界纪录在尘封 13 年后终于被改写——

日前，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

男子 100 米自由泳比赛中，来自罗马尼亚的

17 岁小将大卫·波波维奇以 46 秒 86 的成绩

强势夺冠，一举打破了巴西选手塞萨尔·西埃

洛在 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世界纪录。

0.05秒的提升，男子自由泳100米的一代

代选手们走过了 13 年。但对于波波维奇来

说，从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青年纪录创造者

到如今世界纪录的拥有者，他仅花了53天。

今年 6 月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波

波维奇一鸣惊人，连续拿下男子自由泳 100

米和 200米冠军。此次欧锦赛上又以破世界

纪录的优异表现夺冠，如今的波波维奇，已将

他的名字深深刻在男子短距离自由泳的群星

谱上。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总会在不经意间留

下巧合。2009 年，西埃洛正是在罗马的这片

泳池中创造了男子 1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如今，一位年轻小将在同一片池水中突破人

类极限，标志着男子 100 米自由泳进入了新

的纪元。

国际泳坛曾是世界纪录“批量”产生的舞

台。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开始，快速泳衣

“鲨鱼皮”的出现和风靡，让世界泳坛的池水

被疯狂搅动。从 2000年到 2009年，每年的泳

池中都会产生大量世界纪录。单是在 2008

年，世界泳坛就诞生了 108 次新纪录。其中

就包括美国名将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上借

助“鲨鱼皮”泳衣，揽 8 金破 4 项世界纪录的

“神迹”。

面对愈发疯狂的“高科技外挂”，国际泳

联自 2010 年起禁止使用高科技泳衣。自那

时起，国际泳坛就面临着艰巨的破纪录难

题。完全靠身体和技术，确实很难打破那些

有高科技泳衣加持的世界纪录。由此可见，

此次波波维奇能够打破快速泳衣时代的世界

纪录，值得惊喜。

纵观体育发展的历史，除了游泳，田径等

基础大项的世界纪录，在近年来被改写的难

度也在逐渐加大。

例如男子百米传奇名将博尔特，从 2008

年第一次突破男子百米速度极限开始，他在

13 年的职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挑战着人类

短跑的速度极限。无论是百米还是 200米的

赛场上，9 秒 58 和 19 秒 19 的两项世界纪录，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都会让追赶者望尘莫及。

与此同时，田径赛场上还存在着一些由

于技术原因“永远”无法被改写的纪录。

1984 年前民主德国运动员乌威霍恩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突破百米的男子标枪运动

员。但是随着世界田联出于安全考虑，自

1986 年 4 月 1 日起把男子标枪的重心前移 4

厘米，以此限制标枪的滑翔性能,霍恩所创造

的 104.80 米的男子标枪世界纪录，也就成了

“永久世界纪录”。

根据世界田联的统计，目前国际田径界最

“古早”的世界纪录是1983年由前捷克斯洛伐

克名将克拉托赫维诺娃创造的女子 800米世

界纪录（1分53秒28），已近40年还无人能破。

此外，男子链球（1986年），女子跳远（1988年）

等项目的世界纪录，也一直难以被改写。

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期刊《中国体育科

技》曾撰文指出，体育项目纪录的产生背后，

有着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及科技等综合因

素在发挥作用。而未来 30 年各项世界纪录

被打破的概率，会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可能

中。“在人类现有的基因、形态、科技等条件没

有改变的前提下，体育世界纪录很难会再有

爆发式的增长”。

体育运动在每一次突破人类的身体极限

后，都会用一个又一个标签将这次伟大的壮举

进行记录。而每一个新纪录的出现，都让人类

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绳结”上写下新的刻度。

在创造和打破之中，运动的极限被反复挑战，

这是体育纪录赋予人类生命的重要意义。

调查
8月15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方宣布，已成立调查组对省第

十六届运动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广州队对清远队决赛涉嫌

假球事件进行调查。此次的假球争议要追溯到8月7日举行的

广东省运会足球项目男子乙A组决赛。决赛中，广州队5比3战

胜清远队获得冠军，但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疑似打假球，受

到舆论的广泛质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此前，中国足协已针对

此事展开调查。

点评：假球黑哨等严重违反体育道德和赛场纪律的事件，是

足球场上乃至体育赛事中必须要摒弃的毒瘤，对于相关涉事责

任人一定要严惩不怠。中国足球正处于历史性低谷，作为发展

根基的青少年赛事中出现涉嫌假球事件，性质恶劣，对于足球项

目的危害性更是难以估量。希望此次的调查能够还原真相，严

惩责任人，还青少年足球一方净土。

登顶
北京时间8月14日晚，经过7个比赛日的较量，2022年男排

亚洲杯在泰国佛统结束。中国男排大比分3比0击败日本队，时

隔10年夺下亚洲杯第二冠。在最佳阵容的评选中，中国队主攻

张景胤独揽MVP和最佳主攻两项大奖，两副攻张哲嘉和彭世坤

双双入选。张景胤成为继詹国俊之后，第二位在男排亚洲杯荣

膺MVP的中国球员。

点评：时隔10年再度加冕亚洲杯，中国男排值得祝贺，尤其

是张景胤等年轻队员的迅速成长更是令人欣喜。但赢得亚洲杯

冠军并不能骄傲自满。由于亚洲杯不属于奥运积分赛，整体竞

争力与世界男排联赛甚至是亚锦赛都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男排

距离真正的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强队之列，仍有不小的差距。接

下来的世锦赛，才是中国男排真正的挑战。

遗憾
北京时间8月15日晨，随着高芙/佩古拉摘得WTA1000多

伦多站女双冠军，18岁的高芙登顶女双世界第一宝座。止步本

站比赛8强战的中国选手张帅则屈居第二位。本赛季，张帅先后

有过6次在WTA女双世界排名中登顶的机会，均一一错过，不无

遗憾。

点评：相对于单打赛场，中国“金花”们在双打项目上的竞

争力要强得多。张帅就曾和搭档在2021年美网获得女双桂冠，

成就了自己的大满贯冠军梦想。在多伦多错失登顶良机后，张

帅接下来想要再度冲顶难度颇大。不过，对于执着顽强的张帅

而言，暂时的遗憾不会让她停下脚步，她会继续向世界第一发

起冲击。

备战
2022年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22日至28日在日本东京举

行，这是世界羽坛年度最重要的单项大赛。参加4个项目争夺的

中国队，目前正在泰国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共有超过60支队

伍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世锦赛，中国队派出男单3人、女单

4人、女双4对及混双3对参赛。

点评：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2金4银的国羽，近一年多来一

直处于调整期，整体表现起伏不定。尤其是男单和男双项目整

体竞争力下滑，男双项目甚至没有获得世锦赛参赛资格。世界

羽联在预测世锦赛冠军归属时认为，国羽在混双和女双两项上

夺冠希望较大。希望国羽在最后阶段备战中不断拾遗补缺，在

世锦赛上拼出好成绩。 （巴人辑）

“小哪吒”

近日，北京市第十六届运动会体操比赛（青少年竞技组）
在地坛体育中心体操馆顺利落下帷幕。图为参赛运动员在决
赛中。 （本报记者 刘兵 摄）

因伤无缘世锦赛

张常宁否认退役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镜宇 卢星吉）里约奥运会冠军

张常宁 8 月 15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她不会代表中国女排参

加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但否认了退役的传闻。

张常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身体状况达不到代表

国家队参赛要求的意思。她在文中说，从去年 11月底手术到

现在，经过康复，她的身体状态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水平，正常

人所能做的动作她都能做到了。但作为运动员，高强度的剧

烈运动、跳跃、变向，她都还无法做到。

张常宁在文中说：“从 8 岁到 27 岁，练球近 20 年，身体

的劳损、伤病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渐渐体现出来，前几年依靠

肌肉力量尚能维持。在养伤的今年，身体各部位的零件都

相继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些问题。膝盖手术后各方面都恢复

得不错，但久站或运动后依旧会有积液；现在的脚踝会突然

卡住，以前崴脚后重视程度不够，至今左脚踝里还有一个游

离性骨片；右肩冈上肌腱一直也有损伤，充分的热身和力量

的维护都缺一不可……”

张常宁还说，伤病的困扰一直是运动员最大的敌人。运

动员们都非常努力、非常不容易，希望外界能给他们多一点宽

容，少一点质疑，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抱怨。

张常宁在与新华社记者沟通时确认自己不会参加今年女

排世锦赛，但明确否认了她在网络上发文是为了宣布退役的

说法。

2022 年女排世锦赛将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5 日在荷兰和

波兰举行，目前中国女排正在主教练蔡斌的带领下备战这项

赛事。中国排球协会已经公布了本届女排世锦赛的中国女排

22人大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主攻有金烨、王云蕗、王艺竹、李盈莹、吴

梦洁、王逸凡、仲慧共 7名队员；副攻是袁心玥、杨涵玉、高意、

王媛媛和郑益昕；在接应位置上，龚翔宇、陈佩妍、缪伊雯和杜

清清入选；二传位置上的 3 名队员是刁琳宇、丁霞和郁佳睿。

此外，自由人有王唯漪、倪非凡和王梦洁 3名选手入选。

近日，2022“体总杯”全国社区运动会街头篮球系列赛全国启动仪式在广西桂平市木乐镇
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瑞连出席活动。该系列赛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指导，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群体部和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是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的具体实践。桂平拥有深厚的群众体育尤其是篮球运动基础，本次赛事覆盖了多个年
龄段，参赛球员从8岁到52岁共有近350名，吸引到场观众约15万人次。本项赛事今年计划
在全国50多个赛区落地举办。

上图：参赛队员在比赛中激烈拼抢。
下图：赛事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特色活动丰富多彩。 （体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