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国际足球赛事最让人津
津乐道的比赛是贝内文托主场逼
平AC米兰， 最让人震惊的不是
14连败的贝内文托 “止血成功”，
而是他们进球的方式， 比赛的最
后一分钟， 贝内文托门将布里尼
奥利头球破门扳平比分， 门将进
球还是运动战进球， 这本身就是
一个大新闻。

这个进球应该说有颇多的偶
然性———当时贝内文托获得前场
任意球机会， 贝内文托包括门将
在内的全部球员都冲到了AC米
兰的禁区， 此时由于罗马尼奥利
被红牌罚下， AC米兰场上少一
个人。 当贝内文托球员蜂拥而至
的 时 候 ， 出 现 了 这 样 一 个 情
景———AC米兰的禁区内 ， 攻方
球员比守方球员要多， 要知道按
照平常的定位球原则， 本方踢进
攻定位球时， 肯定会至少留两个
人在本方半场防反击。 当贝内文
托球员多于AC米兰球员时 ， 这
个定位球 “被增加” 了许多不确

定性， 因为不管你是区域防守还
是区域结合盯人， 总会有一个贝
内文托球员会被 “露出来”， 偏
偏被露出来的人就是门将布里尼
奥利。 卡塔尔迪的任意球踢得非
常精妙， 落点刚好砸在了布里尼
奥利的头上， 布里尼奥利的甩头
攻门恰到好处， 球直奔死角， 即
便对方门线上的是超级天才多纳
鲁马也无济于事， 这个球神仙也
扑不出来， 实在太刁了。 这个球
让布里尼奥利顶一万次 （估计他
平时也不练头球） 恐怕也顶不了
这么好， 但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布里尼奥利注定要在这个温暖的
下午成名， 这个球足以让他 “吹
一辈子”。 这位被尤文图斯抛弃
的门将， 以后可以逢人便说———
对， 我就是那个意甲头球进球的
守门员！

门将进球是非常罕见的事
情， 方式更多是通过定位球， 像
布里尼奥利这种运动战进球非常
少见。 世界上曾经有过脚法出众

的门将， 通过主罚任意球或点球
得分， 比如我们熟知的哥伦比亚
人伊基塔、 巴西人切尼、 德国人
布特、 巴拉圭人奇拉维特等。 上
周意大利杯的比赛， 都灵队塞尔
维亚籍门将萨维奇主罚任意球打
在横梁上， 似乎就在暗示着这周
意甲要出现奇迹。 意甲历史上门
将破门的 “神迹” 很少， 算上布
里尼奥利只有三人。 上一次守门
员破门完成者是曾经在曼联效力
的 “孵蛋门将” 泰比。 意大利前
国门阿梅利亚也曾头球破门， 不
过那是在欧联杯的比赛中。 意甲
历史上第一个门将破门的创造者
是兰普拉， 1992年他代表克雷莫
纳比赛时曾有过头球进球的纪
录。 兰普拉可是中国足球的老朋
友， 他现在是中国国家队的守门
员教练 。 东亚杯马上就要开始
了， 不知道当年意甲的这位会进
球的神门会不会向颜骏凌、 王大
雷们传授进球这项门将很难掌握
的 “特殊技能”。

随着世青赛史上首个直板男
单冠军的诞生， 乒乓球世青赛也
落下了帷幕， 国乒以一种人们久
违了的大包大揽 （7冠） 的方式
结束了意大利之行， 用王曼昱的
话说就是 “物归原主”。

去年因为乒超打得如火如
荼， 国乒对世青赛明显重视程度
不够， 在七个项目中只有石洵瑶
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创造了历届
参赛的最差战绩。 那时， 国乒上
下不会想到， 我们某种程度上的
战略性放弃却让日本队借势崛
起， 13岁的华裔少年张本智和夺
冠之后喊出了 “2020年家门口，
我要拿到奥运金牌” 的豪言。 平
野美宇的世界杯冠军、 张本智和
的世青赛冠军， 当时都没有刺痛
球队， 理由无外乎是奥运之后我
们还在休整。

你可以休整， 但对手不会停
下脚步， 特别是人家还是2020年
奥运会的东道主。 一年后， 亚锦
赛女单被16岁的平野美宇一路横
扫、 男乒世界杯林高远、 马龙惨
败、 白金赛德国公开赛再被德国
双雄击溃， 队里又经历了换帅和
退赛风波， 世乒赛之后的这半年
多， 国乒过得并不是特别好， 特
别是男队。

国乒此次世青赛的阵容堪称
豪华， 几乎18岁以下年龄段能派
出的全部主力都去了， 最终带回
了七座冠军奖杯， 对于饱经了一
年风霜的国乒来说， 世青赛算不
上大赛， 但冠军却来得无异于雪
中送炭。 这里必须要指出， 去年
的男单冠军张本智和因为肩伤未
参赛， 平野美宇和伊藤美诚也没

有参赛。
因为国际赛事没有结束， 因

此今年悄然开打的乒超也被弄得
支离破碎。 为了德国公开赛、 瑞
典公开赛暂停 ， 为了世青赛暂
停， 为了随后的总决赛暂停。 这
就是实情， 在国家队需要参赛的
时候， 联赛不可避免地让步。

乒超的尴尬除了赛程之外，
还在于继续 “裸奔”， 想想一年
前乒超是何等的火爆， 今年年初
的直通赛是何等的火爆 。 要知
道， 乒超联赛可是集中了世界上
最好的球员， 是世界上水平最高
的联赛， 但今年进行得如此静悄
悄， 而且 “限日令” 更是让人匪
夷所思， 没有了 “抗日” 的这个
话题， 似乎总是少了一些什么。

从去年里约奥运会之后， 乒
乓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成为中国
体坛最特殊的一个运动项目， 发
展势头非常好。 张继科、 马龙、
丁宁、 刘诗雯等大腕拥有了自己
的特定粉丝团， 拥有了海量的球
迷。 有明星对任何一个项目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极好
的聚合点。 有了明星， 就有了票
房， 有了关注度， 有了赞助商，
但 现 在 一 切 似 乎 又 都 有 些 不
同了。

曾几何时， 无论是蔡振华 、
刘国梁， 还是李永波， 都认识到
一个运动项目想得到长远的发
展， 必须有职业联赛。 如果一个
项目没有职业联赛， 运动员缺少
出路， 项目萎缩是必然的。 正因
为有了行政主导， 乒超、 羽超得
以破土而出。 虽然前行之路跌跌
撞撞， 至少我们还能看到他们成
长的轨迹。 刘国梁与李永波卸任
之后， 谁来主导职业化联赛变成
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好成绩是一切的标尺， 但如
果违背了职业化这个前提， 可能
就要重新走回老路， 我们的联赛
不应该再成为金牌战略的牺牲
品。 距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到三年
的时候 ， 乒超究竟需不需要存
在？ 如果需要， 真的要如此静悄
悄吗？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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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农农商商队队需需要要
更更多多的的许许梦梦君君

■段言堂

CBA北农商队客场输给夺
冠热门辽宁队， 这是一场预料之
中的失利， 毕竟两支球队的整体
实力不在一个档次。 不过， 北农
商 队 这 场 比 赛 还 是 有 颇 多 亮
点 ， 球队正在逐渐找到属于自
己的节奏。

北农商队的优势在三外援，
前面的很多比赛， 感觉三外援的
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而最近和
东北球队的两场比赛， 北农商队
的三外援开始形成了 “合力 ”。
兰多夫和阿巴斯在内线的统治力
开始显现， 对辽宁队的比赛， 兰
多夫面对旧主交出了一份不错的
成绩单， 他与其在辽宁队的 “继
任者” 巴斯较量中占据了优势，
看赛后技术统计， 兰多夫在得分
和篮板球上都战胜了巴斯。 从开
局的不适应， 到现在越打越好，
兰多夫已经确立了在北农商队阵
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兰多夫是
一柱擎天， 那么阿巴斯则成为了
兰多夫的好帮手， 约旦人本场比
赛得到了14分和8个篮板。 阿巴
斯硬朗的打法， 使得北农商队的
内线更加强硬， 而且兰多夫和阿
巴斯都是能里能外， 对方很难重
点盯防。 马布里在最近的比赛中
也有了一些提升， 前一阵的休整
看来让这位老将恢复了一些元
气， 对辽宁队的比赛， 马布里得
到了16分， 更重要的是他有7次

助攻。 现在还很难说马布里已经
把球队串联了起来， 但至少朝着
这个方向发展。

三外援球队在往季大部分都
没有什么作为， 这主要是因为球
队太依赖外援， 本土球员水平不
高。 北农商队要想挤进季后赛，
除了让三外援之间的磨合更好，
还需要本土球员挺身而出。 我们
欣慰地看到， 北农商队的一些本
土球员开始体现着自己的价值。
老将杨敬敏的这几场比赛， 当球
队出现困难时， 他总是能够在关
键时刻出手得分， 这位宝岛后卫
是除了外援之外， 北农商队最令
人放心的球员。 小将许梦君的表
现更让人兴奋， 本场比赛他拿到
了17分，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有
如此发挥了。 当对手死盯三外援
和杨敬敏时， 许梦君会得到很多
外线出手的机会， 而小将也充分
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 在老队员
的带动下， 许梦君这样的年轻球
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他的
投射能力得到最大化的展现。

毫无疑问， 北农商队需要更
多的许梦君， 只要 “许梦君” 多
了， 才能让三外援和杨敬敏得到
更多时间的休息。 北农商队冲击
季后赛的征途非常艰巨， 本赛季
的 竞 争 比 想 象 的 激 烈 许 多 ，
也 许 打到最后 ， 板凳深度会决
定一切。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国足助教曾是意甲门将进球第一人
□本报记者 段西元

金牌战略下 乒超静悄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