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音G

心有暖阳，何惧人生沧桑

刘颖余

“我垂死坚持，已经近乎于偏执。我活

在飞云之下，我就像是一个天使。”自去年

美网女双夺冠后，这段歌词一直被张帅置

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这像是张帅心情的写照。她已进入职

业暮年——33岁，对于一个女运动员来说，

真的不算小了。

可是，这几年，年过三旬的张帅一点没

显出老态，“天使”不断降临：2019年澳网女

双冠军、2021年美网女双冠军、2022年温网

女双亚军、美网混双四强，双打排名高居世

界第二……迄今为止她的两座大满贯冠

军，都是在 30 岁后拿到的，4 次大满贯女双

四强有 3次是在 30岁后拿到的。

在今年闯入美网女单 16 强后，她成为

第二个在四大满贯中全部进入女单 16强的

中国选手。另外一位，不用说，是李娜。

作为一个兼项选手，张帅经常要穿梭

于多个赛场，但这似乎一点也没影响到她

的单打成绩。上周，她在 WTA 东京赛中打

进四强。在击败世界第 10、法国名将加西

亚的比赛中，张帅还上演了名场面：向裁判

申请吃东西，惹来观众大笑。吃完面包的

张帅果然越战越勇，成功完成逆转。

张帅即时世界排名已达 25 位，已非常

接近自己职业生涯最高排名（第 23 位），和

风头正劲的小将郑钦文不相上下。“中国一

姐”之争渐趋白热化。

但张帅从不把这当回事。今年美网

时，她就曾谈到中国新生代球员的崛起，说

她“从没有把自己看作偶像和领军者，我会

尽力当大家的好朋友”。

张帅不只是中国球员的好朋友，美国

网球少女高芙不久前就说过，在网球界，几

乎没有谁不是张帅的朋友。“在球场上她是

非常难对付的球员，但在赛场下，她的谦

逊、乐观一直感染着大家。我从她手里抢

走了女双世界第一，她却真诚地祝福我。

这也让她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这几年，张帅的人缘不是一般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据说男选手要想找她搭配

混双，得排队。

“我很真实，他们打得好，我就会说真

棒。我喜欢释放自己真实的感受，但我尽

量不释放消极的。我们应该一起尽量多看

到美好的一面。”张帅今年憾失温网女双冠

军后，如是说。

正是这样的真诚和友善，让张帅在双

打赛场收获了排名和成绩，也收获了友谊

和快乐。

过去我们在谈到张帅时，似乎总有点

“苦大仇深”的感觉——大满贯正赛 14场不

胜的悲情，暂且不表。除此之外，张帅还喜

欢顶撞记者、和裁判争执、向观众吼叫、和

球员开怼……有媒体甚至认为张帅有“受

迫害强迫症”。

但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这几年，那

个愁眉苦脸、“横眉冷对”的张帅不见了；

那个英语说不顺溜，总要向看台上教练求

助的张帅不见了；那个场上总是大起大

落、遇强不弱遇弱却不强的张帅不见了，

一个阳光、自信、爱笑、韧劲十足的张帅，

向球迷走来。

张帅是怎么变快乐的？

或许她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我们对

开心的定义是你是否拼尽全力，施展了你

的才华和风采，是不是敢于挑战困难，敢于

承担责任。这些是令我们更开心的。”

正是这样的心态，让张帅在赛场内变

得更从容、豁达，也更愿意为别人送上微

笑，更能享受网球带给自己的欢乐和成就

感。就像她自己说的，当下打球的关键是

取悦自己：“快乐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

保持快乐，保持健康，一直打球，这样就一

直都有胜利的机会。”

心有暖阳，何惧人生沧桑。有对网球

如此的热爱和动力，张帅又怎能不快乐？

“我很真实，他们打得好，我
就会说真棒。我喜欢释放自己真
实的感受，但我尽量不释放消极
的。我们应该一起尽量多看到美
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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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已有一年多时间，

但这届奥运会却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引发关注

——近日，针对东京奥组委执委会前委员高

桥治之受贿案的调查又有新进展，日本广告

巨头企业 ADK涉嫌通过高桥治之的帮助，成

为东京奥组委的外包企业并非法获利。与此

同时，日本检方也传讯了前东京奥组委主席

森喜朗。

东京奥运会受贿案“东窗事发”，只是近

年来国际体坛贪腐丑闻频发的一个缩影。事

实上，涉及奥运会的贪腐事件并非个例。虽

然国际奥委会和相关体育组织成立了专门机

构并出台了一系列防治举措，但围绕奥运会

的贪腐阴霾一直挥之难去。

东京奥运会受贿案持续发酵

“这非常令人遗憾，我只能（向大家）表示

道歉”。这是前东京奥组委（已解散）主席桥

本圣子，日前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对正在

进行调查的东京奥运会受贿案做出的表态。

东京奥运会筹备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

在 2019年，日本奥委会前主席武田恒和就因

涉嫌在申奥中贿赂国际奥委会成员而被迫宣

布辞职。

东京奥运会受贿案的本轮调查，聚焦于

东京奥组委执委会前委员高桥治之。今年 7
月，多家日本媒体同时报道：高桥治之陷入贪

腐丑闻。经过东京检方的调查，高桥治之因

涉嫌从日本男装巨头 AOKI公司收取金额高

达 5100 万日元的贿赂，随即在今年 8 月被东

京地方检察机关逮捕。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卷入此次贪腐案

调查的日本政商界名流越来越多。到目前为

止，涉嫌东京奥运会贪腐案的企业除了 AO⁃
KI外，还有日本出版社巨头角川（KADOKA⁃
WA）、两大广告公司 ADK 和 Daiko（大广）、

以及日本知名咨询公司“COMMONS2”。
随着调查的进行，AOKI 公司前董事长

青木扩宪、角川董事长角川历彦、“COM⁃
MONS2”资深代表深见和政等多人，都已被

逮捕。不排除接下来还有更多日本知名企业

和前东京奥组委高管牵涉其中。

涉奥贪腐事件并非个例

在东京奥运会受贿案持续发酵的同时，

英国《泰晤士报》也在近日发布重磅消息，通

过对国际拳击协会、跆拳道协会前任高级官

员金浩的采访，揭露“奥林匹克贪腐丑闻”。

报道称，金浩透露国际跆拳道协会曾通过贿

选手段，确保跆拳道项目进入奥运会。他还

指责国际奥委会通过收受贿赂，支持特定候

选人当选国际拳联主席。

对此，国际奥委会专门发布声明，对金浩

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证实这名韩国籍官员从

未就他的指控，与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或

反腐监督热线接触。此外，国际跆拳道协会

和国际拳联也对此给予了措辞严厉的回应。

对于此次爆料的真实性以及事件走向，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涉及奥运会的贪腐指

控或丑闻，并不止于此。

早在 1995 年，美国盐湖城就爆出了震惊

世界的贿选丑闻，当时盐湖城刚获得 2002年

第 19届冬季奥运会举办权。但美国媒体随后

曝出盐湖城申奥委员会存在贿选行为。案发

后的调查表明，盐湖城在申奥前曾向多名国

际奥委会委员及其家属行贿高达 100万美元。

2004 年，BBC 在耗时一年的采访中，指

出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参与了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申办的非法交易。保加利亚籍国际奥

委会委员斯拉夫科夫随后被国际奥委会中止

其委员资格。

2017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州长塞尔吉

奥·卡布拉尔承认，自己曾在里约奥运申办期

间参与贿选，贿赂金额高达 200万美元，而涉

嫌收受贿赂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多达 9人……

消除“涉奥腐败”任重道远

面对持续不断的涉奥贪腐丑闻，国际奥

委会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也制定和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然而，面

对现代奥运会蕴含的巨大商业利益，要想彻

底消除贪腐行为，注定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

斗争。

早在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被曝光之

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就出台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成立调查小组，召开

临时委员会处置涉案委员，并修改宪章设立

“道德委员会”等。罗格在 2001年 7月当选为

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后，也将打击贪腐作

为国际奥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2013 年 9
月，托马斯·巴赫出任国际奥委会第九任主席

后，主导推出了《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治理

腐败行为是其中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

然而，面对一系列的高压重拳，涉及奥运会

的贪腐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凸显出国际奥委会

以及相关体育组织在防治贪腐方面仍存漏洞。

日本奥组委前理事、筑波大学教授山口

香山针对东京奥运会受贿案表示：“对赞助企

业有利益的人成为理事，这说明东京奥组委

的审计制度并不完善。政府和日本奥委会应

尽快查明原因，采取具体措施加强审查，防止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坛如何进

一步加强反贪腐工作，国际奥委会首席道德

与合规官帕奎雷特·吉拉德·扎佩利此前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寻找能够更有

效解决体育腐败问题的方法，包括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筹备，管理体育组织利益冲突的做

法范例，以及解决体育领域贿赂问题的相关

标准和法律。”

奥运会贪腐阴霾挥之难去
随着东京奥运会受贿案调查深入，涉及奥运会的贿选和贪腐问题再次引发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 朱亚男

近日，本赛季冰岛女足甲级联赛落幕，中

国球员涂琳俪凭借其 17 场比赛 16 个进球的

出色表现荣膺联赛金靴奖，她所在的 FHL 俱

乐部以 7 胜 6 平 5 负获得第五名。23 岁的涂

琳俪也成为首位在海外联赛获得最佳射手的

女足国脚。

出生于江西景德镇的涂琳俪，曾代表女

足 国 青 队 获 得 2014 年 南 京 青 奥 会 金 牌 。

2016年，年仅 17岁的涂琳俪第一次入选国家

队，实现了自己的国脚梦。

与其他女足球员不同，涂琳俪很早就开

启了自己的留洋生涯。2019 年，涂琳俪从当

时效力的北京北控队离开，加盟了美国大学

女足联赛，感受不同的氛围。今年 2月，渐趋

成熟的涂琳俪来到冰岛联赛，开启新的职业

征途。

涂琳俪的“不走寻常路”，正是中国女足

近年来重新奋起，不断勇敢尝试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中国女足已有 10人留洋海外

（留洋规模已追平日本、超过韩国），不仅人数

前所未有，留洋球队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不仅有法甲、美国大联盟、西班牙等主流女足

联赛，还有苏格兰、俄超、冰岛、瑞士等以往并

不为人熟知的女足联赛。

过去，美国女足大联盟一直被认为是世

界女足第一联赛，但如今欧洲女足联赛已成

为众多球员梦寐以求的舞台。以亚洲球员为

例，中国女足的王霜曾效力法甲女足，唐佳丽

曾效力英超女足，池笑然和岩渊真奈等韩日

女足球员也效力于英超女足。她们个人实力

的提升，同样在国家队赛场上显现出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附加赛，曾被

认为远不如王霜的池笑然，带领韩国队与中

国队对决到最后。今年初的女足亚洲杯，同

样是这支韩国队，也和中国队在决赛中战斗

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留洋，可以感受更多元的足球文化，体验

更丰富的职业经历，对球员技战术实力的提

升，职业人格的完善都有好处。而这些优势，

都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球员自身乃至整个

球队的发展。中国女足主帅水庆霞指出，球

员留洋是提高女足国家队水平的重要手段。

“短期内，中国女足要提高战力，高强度拉练

和留洋必须并行。”

虽然近年来取得一些进步，但中国女足

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难题。中国女足名

宿，现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坦言，发展女足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现阶段一方面要设法改

善女足环境，另一方面注重球员的培养和引

导。球员去欧洲高水平联赛历练自己，是非

常好的尝试，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涂琳俪和姐

妹们正坚定地走好留洋之路。在涂琳俪的微

博上，这位爱笑的姑娘始终在记录她所挚爱

的足球——“我与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

第一位在海外联赛斩获金靴的女足国脚——

涂琳俪：走我自己的路

拼搏体育馆在武汉正式开馆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郑涛国 金大成）近日，

总建筑面积为 1357 平米的中铁十一局四公司拼搏体育

馆在武汉开馆，为企业干部职工开展文体活动奠定了坚

实的场地基础。

拼搏体育馆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台球

区、健身房以及休息室等，可满足举办体育竞赛、体育培

训、运动健身、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配置与职工问题活动

需求。据介绍，近年来中铁十一局四公司在项目驻地建设

职工健身中心 48所，多功能运动场 36处，逐步形成“崇尚

拼搏、热爱团结、积极进取、享受健身”的全员运动风尚。

南宁举行“民族团结”健身运动会
本报讯 近日，由南宁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民宗委主

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2022年南宁市直机关“民族团结”健身运动会顺利举行，

来自市直机关52个单位的74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角逐。

本次运动会共设置6个项目，除保留民族特色浓郁的

壮乡绣球、壮乡板鞋、动感龙舟外，还增加了集竞技和趣味

一体的欢乐飞盘、齐心协力、车轮滚滚项目，比赛兼具竞技

性、娱乐性、观赏性。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增强

了各民族干部职工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示了大家良好

的身体素质和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翟晓娟）

整 合

英格兰战平德国
9月 26日，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前）在比赛中主罚点球得

分。当日，在 2022-2023赛季欧洲国家足球联赛 A级小组赛
中，英格兰队主场以3比3战平德国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刘兵

中国篮协日前在京宣布，2022~2023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将于 10 月 10 日在杭州拉开战幕。新赛季常

规赛将增至 42轮，第一阶段（9轮）采取赛会制方式进行。

《工人日报》记者从 CBA官方获悉，得益于人才培养体系

的完善以及选材途径的渐趋多元，近四个赛季 CBA新晋球员

人数稳定增长。其中，通过俱乐部与高校合作加强青训，重视

从多方选拔人才等手段，人才培养和遴选通道日益拓宽。

新晋球员数稳定增长

本赛季，20 家俱乐部共注册国内球员 365 人（含预注册 3
人）。其中，首次注册 CBA 联赛的球员共计 63 人，包括选秀

球员 20人，俱乐部自行培养球员 43人。近四个赛季新晋球员

人数都在 60人以上，较 2018~2019赛季增长 20%以上。

随着新晋球员的增加，球员整体更趋年轻化。本赛季，国内

注册球员平均年龄为24.4岁，比2018~2019赛季小了约0.5岁。

对此，CBA 公司首席执行官张雄表示，后备人才的质量

和数量，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新晋球

员人数稳定增长，反映的是近年来各队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

取得了成绩，联盟的人才培养通道日益扩宽。”

新晋球员数量增加的同时，联赛新人在赛场的表现也不乏

亮点。上赛季，浙江队的余嘉豪场均贡献 11.8分 8.4个篮板，为

自己的职业生涯开了个好头。更早的 2020~2021赛季，张镇麟

作为当时的新秀球员表现不俗，能在辽宁队场均获得 14.2分。

人才培养体系趋完善

篮球职业经理人鲁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晋球员

稳定增长与各俱乐部的人才培养体系渐趋完善分不开。“近年

来，各俱乐部通过加强青训，培养梯队，持续不断地为联赛输

送优秀人才。这一点在强队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广东男篮在 CBA 联赛中持久的竞争力离不开扎实的后

备力量培养。据了解，广东队分别与广东体育运动技术学院、

广东省高级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体校篮球队合作共建二队和三

队。系统的队伍配置，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使广东男

篮青年队夺得了近五年来 10个全国青年联赛冠军中的 9个。

上赛季夺得联赛冠军的辽宁队，则在“内引外联”方面持

续发力。他们从西班牙引进教练团队，帮助梯队球员的成长，

优秀苗子适龄后会送去西班牙深造，进一步加快成长。

记者从 CBA 官方了解到，在最新的 CBA 联赛俱乐部准

入标准中，各俱乐部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不少于 12 名

球员并在中国篮协注册的二线队伍，二线队伍的年度经费不

少于 70 万元。通过制度化的规定，保证了后备人才的培养

保障。

选秀大会渐成人才库

很长一段时间内，CBA 的后备人才高度依赖俱乐部的青

训系统，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球队输送的人才十分有限。但

近年来，通过选秀大会等模式，从高校、社会等渠道遴选的人

才逐渐增加。近两个赛季，选秀球员均占联盟新晋球员的三

成以上，选秀大会逐渐成为 CBA各队的重要人才库。

今年 7月，新一届 CBA 选秀大会在青岛举行。82名球员

报名参赛，经过两轮选秀，共有 20 名球员被 13 支球队选中。

而在 2015 年第一次选秀中，仅有 20 名球员报名，最终方君磊

一名球员获选。

起初，能够参与选秀大会的仅为在境内就读且参加过

CUBA 或大超联赛的大学生。2019年，CBA 公司推出选秀大

会新规，首次明确了草根球员参加选秀的细则，扩大了人才选

拔面。近几年来，通过 CBA选秀大会进入联盟的球员越来越

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通过自身表现在联赛逐步站稳脚跟。

鲁君认为，虽然目前各支球队的梯队还是篮球人才的主

要来源，但今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好苗

子不愿意过早进入俱乐部青训队伍，而是选择进入大学，先尝

试打 CUBA，等待 CBA 选秀。可以预见，CBA 的人才遴选渠

道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

近四个赛季联赛新晋球员人数稳定增长——

CBA选材不拘一格

南京青奥会足球女子小组赛中的
涂琳俪(右)。 视觉中国 供图

“高”人一筹
9月27日，在澳大利亚举办的2022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81比55击败比利时队，最终以4胜1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二顺利晋级淘汰

赛。根据抽签结果，中国女篮将在八强赛中对阵法国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29日进行。
图为中国女篮选手李月汝（右）持球进攻。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