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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红队结束了今夏的

最后一场热身赛 ， 他们以70 ∶53
击败立陶宛队， 为夏天的集训和
热身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在
这场收官战中， 队中得分最高的
依然是近期表现最让人瞩目的那
名球员———赵睿。

赵睿是男篮红队今夏在媒体
上获得最高曝光度的球员之一，
他因为身体原因在斯坦科维奇杯
首场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仅仅
只打了3分钟， 但是第二场对阵
埃及的比赛中他强势复出， 全场
比赛砍下27分还投中准绝杀， 帮
助中国队71 ∶70拿下对手 。 在对
阵埃及的这场比赛打开了之后，
赵睿越打越出色， 俨然成为了队
中的头号得分手。

在斯杯后的国际男篮邀请赛
成都站比赛中， 赵睿在对阵安哥
拉、 新西兰、 立陶宛的三场比赛
分别拿到18分、 20分和20分， 两
度成为队中得分王。 尤其是在上
周六对立陶宛的比赛里， 赵睿在
短短2分钟内就拿下10分， 一举
让中国队奠定了比赛的走势。

除了他超强的得分能力外，
赵睿更让人欣赏的是他敢打敢拼
的球风以及 “大心脏” 的态度，
赵睿在关键时刻处理球毫不手
软， 让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才
打了一年CBA， 第一次打国家队
比赛的球员 。 在斯坦科维奇杯
上 ， 赵睿的三分命中率是50%，
14次出手命中7个三分。 而在国
际男篮邀请赛成都站中， 赵睿的
三分也有42%的命中率。 这样亮
眼的数据并非像他自谦时所说的
那样， 仅仅是 “有机会就投” 就
能打出来的。

因为在联赛中的出色发挥，
赵睿顺利入选了男篮红队， 然而
他的首次国家队之旅并非如同我
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帆风顺。 在
6月16日他的国家队首秀中， 中
国队遇到了老对手伊朗男篮。 赵

睿虽然拿到8分， 但是全场只有
10投2中， 三分线外则只有5投0
中。 赵睿因为自己冰冷的手感遭
到了不少球迷的质疑。 事后， 赵
睿一声不吭地埋头回到了训练
中， 他明白回击质疑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出好的比赛。

对阵伊朗的第二场热身赛，
赵睿的三分依然三投全失， 但是
他通过不断冲击篮筐获得了12次
罚球， 最终全场比赛拿到11分，
帮助中国队击败伊朗取得首胜。
当一个半月后， 赵睿再度回想起
当时的一幕时， 他说： “毕竟年
轻球员都想表现， 但是越是想表
现， 自己的心态就越是有些变化
吧， 然后教练也及时找我沟通，
告诉我怎么去打， 后面就逐渐找
到感觉了。” 而说起当时球迷对
自己的质疑， 赵睿也坦率地承认 ：
“自己刚开始状态不是很好， 但
是通过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中自己
慢慢调整， 心态的磨练， 一步一
步发挥得更稳定了。”

仅仅一个半月时间， 赵睿就
完成了心理调整并且找到了在国
家队打球的方式， 他的心理成熟
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上周六晚
和立陶宛的比赛过后， 赵睿也完
成了夏天的国家队集训任务。 谈
及自己的初次国家队之旅， 赵睿
说： “首先很高兴能够融入到这
个新的集体中， 感谢队友和教练
给我这么多机会， 不然我也不会
有这么好的发挥。” 对于自己在
国家队表现， 谦虚的赵睿只愿意
给自己打10分制中的5分， 他表
示余下的还需要自己一步步慢慢
来， 逐渐变得更好。

红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将暂
时解散， 球员们也将回到各自的
俱乐部备战全运会和CBA联赛。
国家队下次再集中就是要到11月
准备世界杯预选赛了， 很多球迷
期待着赵睿能在国际大赛上有更
加出色的发挥。 （贾磊）

赵睿是怎么
从从菜菜鸟鸟打打成成核核心心的的

时隔１２年后， 第二次在世
界锦标赛上赢 得 百 米 冠 军 ，
击败的对手还是历史上最伟大
的田径运动员博尔特， 而且他
的年龄比起博尔特还要大５岁。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美国老将
加特林都应该是一位传 奇 英
雄 ， 但 是 获 胜 后 的 他 得 到
的 ， 却是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
内７万名观众的嘘声。

原因只在于他曾经在２００６
年被查出过服用禁药， 一度被
禁赛４年 ， 尽管他自己一直声
称清白， 但最终也没有逃脱处
罚， 因为他的教练就是臭名昭
著的格雷厄姆 ， 他执教的８名
运动员都被查出服用了兴奋
剂。 其实加特林早在２００１年就
被查出过服药， 只是后来他强
调自己服用的是治疗注意力不
集中的药所致， 才被取消了禁
赛处罚。

在他后来离开赛场的４年
间， 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上强
势崛起， 之后８年间战无不胜。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
记者问加特林 ， 他受到观众

的 “不公正 ”对待 ，是不是因为
英国媒体对他过于不尊重 ，故
意将他描述成 “坏孩子”所致，
加特林仍然不愿说英国媒体的
坏话， 连坐在旁边的博尔特都
说： “你还是说实话吧。”

英国媒体的确对加特林非
常无情， 永远给他贴着 “兴奋
剂” 的标签， 一次服药， 终身
蒙羞。 英媒也不仅如此对待加
特林， 连在１９９２年奥运会上赢
得百米冠军的本国选手克里斯
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克里
斯蒂后来被查出尿检阳性， 从
此永远抬不起头， 以至于这位
飞人在伦敦奥运会圣火接力
时， 都没有份， 因此委屈得通
过媒体倒苦水。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但对
于运动员来说， 这样的错误最
好不要犯， 否则付出再多的代
价都很难挽回以往的过错。 加
特林赛后委屈地说： “多少年
来我一直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好，
赛场上永远和每个对手握手拥
抱， 赛场外耐心地接受你们记
者的采访， 我从来不发表任何

不恰当的言论，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会这样对我。”

对于当年儿子被禁赛的事
情， 加特林父母告诉新华社记
者， 那是美国一些人制造的阴谋，
给儿子下了套， 并说美国反兴
奋剂委员会非常腐败。

加特林当时还誓言： “我
仍然相信自己能够赢得胜利 ，
相信我能够成为世界上跑得最
快的人。”

在里约奥运会拿到银牌 ，
时间刚刚过去一年， 他终于击
败博尔特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
的人。

但可惜的是， 因为有一次
污点， 所有的这些战绩， 都受
到了玷污 ， 对于运动员来说 ，
是永远不可原谅的过错。

作为普通人， 我们是应该
原谅他呢 ？ 还是应该原谅他
呢？ “爱我的人， 总会为我加
油。 我的家人在为我加油， 我的
教练在为我加油， 这才是我最
关心的事情 。” 可怜的加特林
赛后说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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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让国安很吃力
施密特的连胜步伐被同胞马

加特阻止， 不过5轮比赛4胜1平
的成绩已经足够优秀。 山东鲁能
这场比赛让北京国安吃了不少苦
头， 施密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 德国人也应该从这场比赛中
知道中超是个困难的联赛， 在这
个联赛中没有常胜将军。

在攻防两端， 山东队都给北
京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山东队
的中锋佩莱本场比赛是带伤出
场， 马加特赛后透露佩莱比赛之
前脚踝部位还是肿的， 佩莱的身
体状态其实根本不该出现在场
上。 但就是 “半个” 佩莱， 也足
够北京队 “喝一壶” 的了。 更多
人看到的是佩莱那记显示了极扎
实基本功的世界波， 但如果你深
入细节关注本场比赛， 会发现佩
莱的作用比进球更大。 当佩莱与
北京队后卫一对一争顶时， 当佩
莱背身拿球做球时， 意大利人总
会以最合适的方式处理。 北京队

连续两年在工体都未能阻止佩莱
前进的步伐， 面对这样的世界级
前锋， 北京队防线球员在能力上
的确有一定的差距。

马加特知道佩莱有伤， 本场
比赛很多时候让西塞去争第一
点 ， 虽然西塞的个头儿不如佩
莱， 但在头球的对抗上， 北京队
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实际上，
前面的比赛马丁斯、 巴索戈这样
的超级前锋已经给北京队制造了
足够的麻烦， 只不过没有进球。
北京队抗击打能力增强了， 但不
能否认的是前面比赛运气不错。
运气是不可能总相伴在身边的，
运气总有用完的那一天。

北京队在进攻端打出了很多
犀利的配合， 巴顿的进球显示了
这个年轻人的天赋， 他已经逐渐
成长为中超最优秀的攻击型U23
球员。 不过， 北京队的主攻手索
里亚诺却哑火了。 首先可以理解
的是， 一名球员不可能状态永远

那么好， 打红了的枪管也需要冷
却一下。 不过， 山东队限制住了
索里亚诺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山
东队外援中卫吉尔能力超强， 不
管北京队哪个进攻型球员面对他
都很吃力。 下半时索里亚诺选择
了绕开吉尔， 但刻意回避吉尔，
就好比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防
着地上的绊脚石 ， 虽然不会摔
倒， 可也肯定走不快。

伊尔马兹在这场比赛之前离
队 ， 使得施密特手中少了一张
“大 牌 ” ， 当 索 里 亚 诺 伤 停 或
被 限 制住的时候 ， 北京队需要
找到一种可行的办法渡过难关，
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让索里亚诺
一个人背。

下一轮北京队要面对天津权
健， 权健队也是非常有个性、 有
实力的球队。 他们也有像佩莱、
吉尔一样的超级外援 ， 一周双
赛+对手实力强大， 本场比赛是
对施密特更为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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