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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二代”只是一个标签

“星二代”只是一个标签，
它可能意味着更好的资源配
给，却无法保证带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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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2023 年初，中国网球选手朱琳给自己定了两个“小目

标”——拿一个 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巡回赛单打冠军、

世界排名进入前 50 位。如今，距离新年不过一个多月，她就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近日，在 WTA 华欣站比赛中，29岁的朱琳在女单决赛中

以 2 比 0 击败乌克兰选手特苏伦科，赢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巡回赛女单冠军。这也是朱琳继此前澳网公开赛打入

16强后再次取得的突破。

凭借此番女单项目的夺冠，朱琳将首次进入世界排名前

50位。在颁奖仪式上，内心激动的朱琳不禁热泪盈眶：“我要

感谢我的团队，没有你们我不会站在这里。谢谢你们的支持

和努力，这个冠军献给你们。”

朱琳出生于 1994年，从 2009年开始参加青少年网球国际

赛事开始，在网坛打拼已 14年。朱琳在青少年比赛中一度表

现优异，不仅顺利入选国家青奥队，成为 2010 年青奥会国家

重点培养选手，还在 2010年澳网青少年组中闯入了 16强。

不过，从 2011 年开始参加成人赛事以来，朱琳经历了很

多挫折。虽然大部分时候都能通过资格赛的考验，但她往往

在正赛中表现低迷，导致排名长期停滞不前。

本届澳网前，朱琳征战大满贯赛事从未突破第二轮。因

为发挥不太稳定，比赛时成绩起起落落，朱琳被球迷戏称为

“朱编剧”。伴随年龄增长带来的焦虑感，促使她在心态上做

出彻底的改变。

朱琳表示，去年在瓜达拉哈拉站与卡萨特金娜的比赛，被

她视为一次重要转变。“我就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训练的

时候打得也很好，为什么不多相信自己一点？”此后，心态改变

的朱琳打得越来越放松，比赛中也更有耐心和韧性。

近期的比赛，朱琳在心理素质和球技方面都有明显的提

升，在赛场外也散发出从容和自信。

例如在今年的澳网中，朱琳在前两轮都是直落两盘击败

对手。第三轮，朱琳淘汰世界排名第 6的萨卡里，拿下职业生

涯中对阵世界排名前 10位选手的首胜。她也成为第 6位打进

澳网 16强的中国大陆选手。

“不会说因为是大满贯就要有特别高的期待，而是尽量以

平常心去对待每一场比赛。这个赛季很长，不是看一场或一站

比赛的发挥，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整年的稳定发挥，这样才有

可能进入到顶尖球员的行列。”朱琳在澳网赛后显得颇为冷静。

正是由于积极向上的信念加上永不气馁的拼搏精神，才

使得朱琳得以不断突破自我。当有记者问她算不算“大器晚

成”时，朱琳的回答令人充满期待：“每个人成长的道路可能不

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我可能就是飞得会比别人慢一

点，但矢志不渝，我总归会慢慢飞到那个地方。”

整 合

国际大体联为成都大运会造势
新华社日内瓦2月6日电（记者单磊）离成都大运会

开幕还有五个多月，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6日在其官网

播发了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制作的动画宣传片，为成都大

运会造势。

5日，成都大运会发布 3D动画宣传片《哪吒蓉宝奇遇

记》。6日，国际大体联网站就向全世界的大学生推介了这

个视频，并说：“哪吒和蓉宝展示了体育和自然的美，中国文

化遗产川剧变脸和‘三大炮’等则代表了成都这个城市的文

化底蕴。蓉宝的形象代表了巴蜀人民的勇敢，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都从不退缩，这正是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和品质。”

成都大运会将于 2023年 7月 28日至 8月 8日举行。

本报记者 朱亚男

2 月 4 日，立春，北京 2022 冬奥会迎来了

开幕一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北京乃至全国

各地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作为全球首个“双奥”开闭幕式场馆，国

家体育场（鸟巢）在 4 日上午举办了“北京冬

奥会一周年·归巢”活动，邀请 2008 年夏奥

会、2022 年冬奥会志愿者、工作人员等重返

场馆，回味赛时记忆；4 日下午，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迎来了市民速度滑冰比赛，众多速

度滑冰爱好者在这块“最快的冰”感受冰上

乐趣；4 日晚，“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

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首钢冰球馆启动，通

过多种形式的表演，形象生动展现了后冬奥

时期，北京奥运遗产传承利用情况……

2022年 2月 4日，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在北京隆重揭幕。16 天的冰雪激情，中

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光荣与梦想。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年来，冬奥精神

在神州大地继续传扬，广大人民群众的冰雪

热情持续高涨，“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冬奥成果不断得到巩固发展。

奥运场馆赛后利用曾是一道世界难题，

“双奥之城”北京同张家口一道，在场馆建设

改造之初就充分考虑场馆功能用途，令其不

但在赛时精彩亮相，更在赛后造福人民。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各类竞赛和训练场

馆均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从“最快的冰”变成“大众的冰”，国家

游泳中心在赛后一个月即开放参观，让大家

体验冬奥冰壶赛道……

因北京冬奥会焕发新生的首钢园，也在

积极利用园区内的冬奥遗产。首钢滑雪大

跳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保留的滑雪

大跳台场馆，将积极申办赛事；首钢极限公

园成为京城滑板、攀岩等户外极限运动聚集

地；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的 42公里滨河步

道，成为北京首条全封闭马拉松路线……

张家口赛区的冬奥场馆同样实现了华

丽转身。以崇礼的云顶滑雪公园为例，在冬

奥会结束后，通过改造、适当降低难度，U 型

槽、障碍追逐、坡面障碍、平行大回转等赛

道，正式向大众开放。

谈到这次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的市民赛，

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程淑洁表示：“我们要承办多元化、多层次的

赛事，既有顶级的国际赛事，也要有普通市民

可以参与其中的比赛。本次的市民赛只是一

个开始，后续我们会将其做成系列赛。”

为发展冰雪事业服务、为滑冰爱好者服

务，实现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才是致敬

盛会的最佳方式。北京冬奥场馆正以中国

方案，破解着冬奥遗产利用的世界级难题。

除了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其他冬奥

遗产的传承同样引人瞩目。就在周年纪念

日前几天，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赛后）》。此

篇赛后遗产报告与前几年发布的赛前、赛中

遗产报告共同组成了完整的遗产报告。

参与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遗产报告（赛中）》编写工作的北京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生，负责了赛中

遗产报告的文化遗产子课题，通过半年多的

调研、访谈、资料收集和写作，形成了最终的

报告内容。他表示：“冬奥会文化遗产非常

丰富，涉及面广、与社会生活关联度高，需要

进一步推进深入研究，转化成为公众可参

与、可利用的内容。”

除此之外，北京冬奥会的传奇还以更加

多元的方式得以呈现。由张艺谋担任监制、

陆川担任导演、张和平担任总顾问、北京冬奥

组委和国际奥委会联合出品的冬奥会官方电

影，在经过漫长的拍摄和制作后也将与观众

见面，让观众重温冬奥记忆，铭记冬奥文化。

时光荏苒，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年

来，通过对竞训场馆的开发利用，让民众共

享奥运遗产，奥林匹克文化再度在神州大地

得到传承和发扬。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祝贺北京冬奥会

成功举办一周年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回顾过

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

信心满满。北京冬奥会遗产成果已经开始惠

及民众，所有奥运场馆均已面向公众开放，北

京冬奥会在创新绿色科技、普及健康积极生

活方式、发展冰雪运动产业等诸多领域树立

新标。中国奥运人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新格

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北 京 冬 奥 会 成 功 举 办 一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丰 富 多 彩 ，重 温 冬 奥 记 忆 延 续 冰 雪 激 情 ——

用传承致敬冬奥盛会

风 驰 电 掣

刘颖余

冬日的中国体坛有些沉寂，所以也难

怪田亮女儿田雨橙（小名“森碟”）亮相网球

赛事，居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动静。

最新消息是，在这次 ITF（国际网球联

合会）新加坡青少年冠军赛 J30 赛事中，田

雨橙单打和双打均止步第二轮，网坛首秀

算不上多么精彩。

媒体报道，多有“田亮女儿进军职业网

坛”之说。实际上，该项青少年赛事并非职

业网球赛事，是 ITF 为了给 18 岁及以下球

员提供展示天赋的机会，让他们逐渐向职

业球员过渡。田雨橙参加的 J30 赛事冠军

只能获得 30个积分，是该系列赛最低级别

比赛。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并不算强，头号

种子、新加坡选手谭苏燕的青少年世界排

名仅为第 321位。

因此，准确地说，田雨橙进军职业网

坛，八字还没一撇。此前接受采访时，田亮

亦表示，田雨橙目前仍以学业为主，暂时不

考虑走职业网球道路，不过还是要尊重女

儿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关心田雨橙，我想大抵还

是因为“回忆杀”——那个在《爸爸去哪儿》

的森碟太可爱了，以致今天她的每个举动，

还是那么牵动人们的神经。

而于体育迷而言，也有可能是“星二

代”情结使然。

我们中国人都信奉，龙生龙，凤生凤，

“子承父业”的故事自然合乎逻辑，有情感

的传递、亲情的延续，故而总是为公众津津

乐道。

曾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让姚明和叶莉

使劲儿生，最好全是女儿，生 5个就是一支

国家队，中国女篮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这当然是粉丝的一厢情愿，姚明到现

在为止还只有一个女儿，虽然身高鹤立鸡

群，却没有碰篮球的一点意思，所谓“中国

女篮未来的希望”，应该是大家想多了。

子承父业的故事自然也是不少，但特

别成功的似乎凤毛麟角，国际足坛的基耶

萨父子、马尔蒂尼父子，或许算得上其中翘

楚，但也仅此而已。

倒是平庸的“星二代”数不胜数：齐达

内堪称世界足坛最伟大球员之一，他的 4

个儿子都在踢球，但均不在欧洲一线球队；

“篮球之神”乔丹的两个儿子都打过一阵子

职业篮球，但也从未进入 NBA……

中国体坛的“星二代”也不少：最近冒头

的男网一哥张之臻，其父亲是足球运动员张

卫华；首次参加大满贯便闯过首轮的新秀商

竣程的父亲是足球运动员商毅，母亲是乒乓

球世界冠军邬娜；浙江男篮中锋余嘉豪的父

亲曾是CBA“篮板王”余乐平……

这些“星二代”在各自领域打拼，已基

本站稳脚跟，但更多的“星二代”并未如大

家期待的那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永波

的儿子李根曾在国家青年队打球，郎平的

女儿白浪也曾入选过美国少年队，但后来

都没有“下文”了。

“星二代”的星光，没有人们想象的那

么璀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一个运动员的

成就，取决于多种因素。“星二代”只是一个

标签，它可能意味着更好的资源配给，却无

法保证带来成功。毕竟，竞技体育特别公

平，要靠实力和成绩说话，单纯“拼爹”硬

捧，红不了。

这也是我爱体育的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李元浩

经过在广州为期两周的集训后，中国女

足将在北京时间 2 月 10 日启程，前往西班牙

展开海外拉练，为今年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大

赛进行备战。

“从大年初五全队集中到现在，队员们的

训练和精神状态都不错，大伙还一起过了元

宵节。训练紧张心情放松，这是我想要的队

伍面貌。”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如此总结前

一阶段的集训。

新年伊始便鼓角相闻，中国女足的 2023
年注定不会平淡——7 月揭幕的女足世界

杯、9 月进行的杭州亚运会以及 10 月打响的

巴黎奥运会女足预选赛，密集的赛程、强劲的

对手、未卜的征途……水庆霞和她的弟子们

将经受严峻考验。

“唐佳丽回国踢球了！”这是近日有关中

国女足的一个重要新闻。根据德国转会市场

网站消息，此前效力西班牙马德里 CFF 女足

的中国球员唐佳丽，已经回归老东家上海女

足，将出战新赛季的国内联赛。

作为这一届中国女足留洋球员的重要代

表，唐佳丽在大赛前夕突然回国踢球，难免会

引起各种猜测。不过，近段时间一直跟随中

国女足进行集训的唐佳丽，并未受到转会消

息的影响。除了日常训练之外，唐佳丽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还晒出了自己看书的照片并配

文表示：“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磨砺出坦率学

习的能力。”

摒除杂念保持专注，这正是水庆霞执掌

中国女足后，对于队员们的一贯要求。作为

水庆霞的爱将之一，近年来渐趋成熟的唐佳

丽自然得到“真传”。果不其然，随后有消息

传出，因为工作签证问题，唐佳丽此次只是暂

时回国效力。本赛季结束后，唐佳丽仍有机

会继续自己的留洋生涯。

作为中国女足的留洋前辈（水庆霞曾于

1998 年赴日本铃木清水队踢球），水庆霞对

于弟子们留洋一直持开放态度。近两年来尤

其是中国女足去年重夺亚洲杯冠军以来，中

国女足掀起新一轮留洋热潮。截至目前，共

有 16 名女足球员效力于海外联赛。在中国

女足的本期集训中，也征召了多达 8 名留洋

球员参加。

“我认为第一步是要走出去，多见识外面

的世界。”水庆霞在谈及队员留洋时表示：“走

出去才能了解国外球队的优势点在哪里，同

时也能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进。我希望

球员们走出去后能多打一些高水平比赛，看

看自己能承受多大的挑战和压力。”

有了支持留洋的主帅和喜欢留洋的队

员，那些对于唐佳丽暂时回国踢球是“为了避

免国外俱乐部不放人”的猜测自然偃旗息鼓。

具体到今年的三项大赛，中国女足也并非

平均用力，而是根据不同赛事制定相应目标，

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备战。

7月的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和英格兰、丹

麦以及一支附加赛球队（大概率是智利）同分

一组。英格兰女足是上届欧洲杯冠军，丹麦女

足算是欧洲女足传统劲旅，中国女足面临的挑

战不小。但水庆霞和队员们并不惧怕任何一

个对手。“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很艰难，但人总

要有个目标，朝着目标努力攀登。我们希望能

够小组出线，冲击八强。”水庆霞说。

9月的杭州亚运会，作为新科亚洲杯冠军

的中国女足，主场作战的最大目标是夺冠，但

过程绝非坦途。“要看到中国女足的这个亚洲

杯冠军还是有运气成分，要想在亚运会取得

好成绩，唯有全力以赴拼出去。”水庆霞认为。

在水庆霞看来，10 月的巴黎奥运会女足

预选赛才是中国女足今年最困难的比赛。

巴黎奥运会女足比赛在亚洲区仅有两个出

线名额，中国女足要想在与朝鲜、日本、澳大

利亚和韩国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难度可想

而知。

面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大赛，中国女足教

练组制定了相应的备战计划。“我觉得不同时

期的比赛都很重要，这需要我们好好地进行

规划和安排。教练组在今年训练中的要求会

比以往更严格。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

要统一目标，把每天的训练做到最好。”水庆

霞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从亚洲杯夺冠，到更多球员“走出去”，再

到今年的三大赛考验，中国女足在近两年来

确实受到了更多关注，但女足运动整体发展

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足协副主席、女足名宿孙雯此前在

接受采访时认为，现阶段中国女足的足球人

口有所增加，但还需要进一步社会化，不断提

升普及程度，“尤其是国内女足联赛需要进一

步提高关注度，增加竞争性。此外还要清醒

认识到，中国女足和欧洲女足以及亚洲强队

间依然有差距，还需要时间来追赶。”

明确差距迎难而上，历来是支撑中国女

足的精神内核之一。据悉，中国女足在此次

西班牙拉练期间将进行 4 场热身赛，对手包

括瑞典、爱尔兰等欧洲女足劲旅。对于和欧

洲球队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交过手的中国女

足而言，此番风雨兼程迎敌亮剑，正是“铿锵

玫瑰”期待再次绽放的必由之路。

今年将接受女足世界杯、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的连番考验——

中国女足迎“大考”之年

朱琳取得职业生涯首个 WTA巡回赛女单冠军——

“我总会慢慢飞到那个地方”

英超指控曼城违反财政规则
据新华社伦敦2月6日电（记者张薇）英超6日发布声

明，确认他们指控曼城俱乐部连续多个赛季违反了联赛的

财政规则，并已将此案提交专门的独立委员会进行审理。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超认定曼城自 2009-2010 赛

季以来，连续多个赛季都出现了违反联赛财政规则情况，

包括未能提供有关俱乐部收入、运营费用、赞助等的准确

信息，未能提供教练、球员合同中有关收入的详尽细节；

未能遵守欧足联的财政公平竞赛规则等。另外，英超还

指控曼城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都没有配合及协助他们调

查，没有本着最大诚意向他们提供相关的文件或信息。

英超表示，接下来将会有一个专门的独立委员会负

责审理此案，委员会成员将由英超仲裁小组的独立主席

负责指定。

南方山村的“冰雪热”

近日，在潜山市天柱山滑雪场，游客在体验滑雪。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水吼镇和平村地处大别山腹地。

2017年，借助国家冰雪运动“北雪南展”战略，这个南方山村
建设了天柱山滑雪场，借助“冰雪+民宿”新业态发展冬季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雪季，天柱山滑雪场迎来爆发式
增长，接待人数创营业以来新高。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这是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的北京2022年
冬奥会开幕式大屏幕。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上图：当地时间2月5日，在德国因采耳2022~2023速度滑冰青少年世界杯女子1500米比
赛中，中国选手陈傲禹（前）获得冠军。

下图：当地时间2月6日，在法国举行的2023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上，安道尔队的坎德·莫
雷诺在女子高山组合赛比赛中冲刺。 视觉中国 供图

朱琳庆祝夺冠朱琳庆祝夺冠。。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