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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睡着”到被“激活”
菜鸟赛季自评80分

亚运会、 女篮世界杯……韩
旭直至WCBA揭幕战前才与球队
会合。赛季初，“大换血”的新疆女
篮缺乏磨合，战绩下滑，韩旭的表
现也不如预期。

“大家对我期望很高，但我没
找到适合的打法， 就像睡着了一
样。 ”韩旭说，“赛季开始球队缺乏
默契， 经常出现球传到了人跑没
了的失误， 那会儿以为能进季后
赛就不错了。 ”

常规赛9轮过后，原江苏主帅
熊艳接过帅印， 国家队助教木拉
提也加入教练组。 此后的25场常
规赛里，新疆赢下23场，韩旭也被
彻底激活，“20+10”的“两双”数据
已是常态。

低开高走的变化让韩旭充满
自信， 她给自己的新秀赛季打出
80分。 “熊指导对我的使用更加灵
活，外援离队后给了我更多球权，
我也慢慢找到了在国家队时的感
觉。 ”韩旭说。

大个球员具备三分投射能力
已是当今世界篮球的潮流， 但韩
旭对开发新的“技能包”持谨慎态
度，“远投不是我现在的重点，打
好内线基础才是当务之急”。纵观
常规赛，篮下高举高打和中投才
是韩旭的主要得分手段。

联赛后半程，韩旭“享受”了

巨星般的待遇， 经常遭到对手的
包夹防守，这让她颇感压力。但对
即将到来的季后赛， 韩旭锐气未
减，“虽然我有点紧张， 但球队越
打越顺， 要相信自己和团队有能
力争取更高的荣誉”。

慈父严母“领路”
校园篮球成就自我

韩旭生于篮球世家， 父母均
是篮球选手， 父亲韩发顺曾效力
于四川男篮。 “妈妈管我很严，倒
是难得回家的爸爸比较温柔。 ”韩
旭说，“如果我妈不够严厉， 我有
很多事都坚持不下来。 ”

自接触篮球起， 父母就是韩
旭的技术指导和陪练， 几乎每场
球赛后 ， 都会给她复盘讲解 。
“重心低一点， 抢篮板要先顶人，
篮下脚步要扎实……” 韩旭笑着
说 ， “每场下来他俩都是一篇
‘小作文’。”

如今， 每当新疆队有连续主
场时 ， 父母都会从河北赶来观
赛。 两人深知女儿初入职业篮坛
的不易， 赛后交流重点也从点评
转为鼓励 。 “现在几乎不训我
了， 最近就夸我棒， 可能觉得我
已经进国家队了 ， 怕说错了 。”
韩旭开玩笑道。

熊艳曾多次表示， 韩旭悟性
高，对技战术理解深，很多时候一
点就通。韩旭认为，这要归功于母
校清华附中。 一路走来， 从基础

训练到心态培养 ，教练都给予
她莫大帮助。初中时，她也和其他
同学一起上课学习。彼此影响下，
让韩旭有了很好的学习能力。

“当时的全国高中联赛、海外
拉 练 对 我 来 说 都 很 有 锻 炼 价
值。 ”韩旭说，也正是在清华附中
期间， 她先后入选了各级国字号
球队，最终被许利民召入国家队。

职业生涯小目标：
3年内登陆WNBA

身高臂长、手感柔和、移动能
力强， 因相似的身体条件和技术
特点，不少球迷把韩旭称作“女版
周琦”， 期待她能在WNBA赛场
上崭露头角。事实上，不少国内外
篮球业内人士也对她充满同样
的期待。

不久前，新疆外援罗尔表示，
韩旭若参加WNBA选秀，会在前
5顺位被选中。 “她的评价要比之
前收到的更好，说明我进步了，希
望她的预测能够成真。 ”韩旭说，
一直以来，外国球探、WNBA球员
的认可总能给她带来更多信心。

虽然尽早参加WNBA选秀的
呼声越来越高， 但韩旭自己很冷
静。她认为，早登陆WNBA接受更
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固然好，但
身体对抗、心理承受准备做足后，
自己才能走得更远，“我给自己的
期限是2到3年”。

目标就在不远处， 但眼前的

路还得走好。 韩旭最近找了英文
老师， 通过视频学习语言， 训练
时也会追着罗尔练习口语。 “我
们的外援也要面对陌生环境、 语
言和饮食 ， 给我一定的时间适
应， 我想自己去美国应该也没问
题。” 韩旭说。

随国青队海外比赛时， 曾有
球探评价韩旭“打得像‘面条’一
样软”，给她很大触动。为此，她已
经在饮食、力量训练上有所侧重，

但效果还不明显，“会在休赛期进
一步调整”。 体重偏轻、缺乏力量
的情况， 与她童年时的偶像姚明
在登陆NBA前很像。

这两年， 韩旭与姚明有过数
次交流。 韩旭说， 姚明的自律和
逆 境 中 的 奋 斗 都 让 她 感 到 敬
佩 ， “希 望 能 像 他 一 样 ， 去
WNBA开创一条路， 去美国闯出
一片天”。

据新华社

看齐偶像姚明
期待去美国闯出一片天
———专访女篮国手韩旭

23日，中国女足队员王霜迎来
了自己24岁的生日。古人将24岁称
为“花信之年”，寓意青春洋溢、风
华正茂的大好年华。

王霜的24岁值得所有同龄人
羡慕，她虽然没有像这个年纪的李
白一样，浪迹天涯、辞亲远游，但是
在远离祖国的欧洲大陆，王霜正在
打造属于自己的足球理想国。

过去的一年， 无疑是王霜的
“高光之年”，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
大众和媒体的眼前，每一次都带着
惊喜，散发着光芒。

个人荣誉簿上，王霜收获了亚
洲杯季军，亚运会亚军，荣膺“亚洲
足球小姐”， 蝉联 “中国女子金球
奖”。去年8月，王霜迎来自己“人生
中最幸福的时刻”， 加盟法甲豪门
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 与内马尔、
姆巴佩成为了队友。谈及征战欧洲
的初心，她坦言：“23岁，想要给自
己一个交代”。

职业运动员与普通人似乎处
在不同的时间轴里，而前者往往比
后者更早的体会到年龄带来的紧
迫感。在中国女足前队长浦玮的退
役仪式上，王霜站在浦玮身后红了
眼眶：“想到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就
挺焦虑的”。

对未来的担忧， 对突破舒适
区的渴望， 促使王霜开始了留洋
之旅。 从加盟大巴黎开始， 王霜
在赛场上一直不乏抢眼的表现 ，
她在欧冠和法甲进球的精彩瞬间
被球迷剪辑成集锦在网上疯传 ，
但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没有想象中

的顺风顺水。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从语言

到训练方法再到如何坐车去训练
场这样生活中的琐事，王霜都要从
头学起。 纵使被喻为“球队大脑”，
这个时候的王霜也没有那么信心
十足：“这种不自信蔓延到了球场
上，所以在处理球的时候开始有了
失误。 ”

年轻的王霜深知要想赢得别
人的信任， 只能不断努力取得进
球，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她在赛场上
不遗余力地奔跑，也坚定了她在关
键时刻展示自己的勇气。

法甲第10轮，大巴黎主场迎战
劲敌里昂，凭借王霜的进球，球队
1:1逼平里昂， 终结了对手各项赛
事16连胜的记录。“打完里昂后，队
友对我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她们愿
意把球更多的交给我。 ”这个时候
的王霜终于找回了丢失的自信。

王霜和她的球队在赛后得到
了英雄一般的待遇，球迷们久久不
愿离去，为这些铿锵玫瑰献上最疯
狂的呐喊。

很多媒体称王霜是“大赛型选
手”，指在场面不利的情况下，她可
以打入或者为队友制造关键球，球
迷也将她比为“女版梅西”，这一连
串溢美之词的背后，只不过是经历
千锤百炼后的水到渠成。

国家队层面，王霜去年的表现
依然无可挑剔，19场比赛， 她贡献
12粒进球8次助攻。 从18岁开始披
上国家队战袍，王霜历经五年终于
向世界展示出中国足球的风貌。

去年底亚足联的颁奖典礼上，
荣获 “亚洲足球小姐” 的王霜用
生涩的英语喊出了中国女足的最
强音： “能力的提高来自于每天
刻苦的训练， 国家的荣誉才是我
的荣誉。”

如今， 王霜24岁了， 今年的
法国女足世界杯成为摆在她面前
的新课题。 面对未知的期待与挑
战， 她总是满怀热忱而又脚踏实
地的欣然应战。 比起站在最高领
奖台上的荣誉， 王霜更看重不断
地超越自己。

上一届的女足世界杯， 初出
茅庐的王霜只获得了有限的上场
机会， 中国队最终遗憾止步八强。
如今经过四年的磨砺， 属于王霜
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很期待自己的第二届世
界杯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希望帮
助国家队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能
刷新自己的进球记录。” 2018年的
最后一天， 王霜的新年愿望通过
媒体传出。

在新年的第一天，王霜在社交
媒体上留下了一行字： 不负过去，
不惧未来。 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在
回首过往一年的时候，王霜对自己
的每一项成就打出了多少分，这些
分数是否能填满那些逝去的时光。
对于尚未实现的理想，这个刚满24
岁的小姑娘又有着怎么样的雄心
壮志？

接下来，王霜职业生涯中的每
一年都要由自己开创，正如她自己
所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中新）

不负过去
不惧未来

“中国女梅西”王霜的24岁：

场均15.9分 、 8.9个篮板 、 2.1个盖
帽， 这是WCBA新秀韩旭的成绩单。 和
新疆女篮一样， 韩旭本赛季低开高走 ，
最终入选WCBA全明星首发。 进步神速
的她期待能像偶像姚明一样， 去美国闯
荡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