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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明明：：望望世世界界杯杯塑塑造造男男篮篮新新一一代代

本报讯 昨天 ， 在2018中国
马拉松年会上， 中国田径协会公
布了2018年度国内马拉松大数
据， 并解读了2019年中国马拉松
的新政策及修订情况。 为了更好
地 监 督 管 理 赛 事 运 营 公 司 ，
中 国 田协对现有政策做了多项
修订。

大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境内
举办的800人以上马拉松及相关
赛事达1581场 ， 平均每天举办
4.3场。 其中， 中国田协认证赛
事有339场， 全国马拉松累计参
赛人次583万人， 共计有285个地
级市举办马拉松赛事。

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
说： “中国马拉松目前有近千家
运营公司 ， 存在赛事运营不规

范、 赛事同质化严重等特点， 为
了提升运营公司的办赛水平， 规
范办赛程序， 确保办赛安全， 所
以 需 要 对 现 有 政 策 和 规 定 进
行修订。”

中国田径协会公布了对中国
马拉松运动相关政策的新增和修
订。 其中明确赛事组织实施方案
(仪式活动) 必须报批中国田协后
方可实施 。 对于因赛事组织不
当， 发生违规事件造成严重负面
影响的赛事运营公司， 将给予等
级赛事和特色赛事评定一票否
决， 并根据实际情况， 处以取消
1-5年运营资格， 永久禁入等处
罚。 处罚结果在中国马拉松官网
上公示。

（午宗）

田协将严管马拉松运营公司
去年全国平均每天举办4.3场马拉松

新华社电 陈雨菲10日在全
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击败
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夺冠后说，
作 为 中 国 队 女 单 的 领 军 人 物
非 常 荣幸 ， 赢得全英冠军是全
队的荣誉。

陈雨菲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她此前与戴资颖11次交锋， 从未

获胜。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
的成绩， 我很激动。 这是中国队
女单组全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们努
力的结果， 这个冠军也是整个女
单组的荣耀。”

获胜后的陈雨菲倒地庆祝
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是中国队时
隔 5 年 后 再 次 赢 得 全 英 女 单

冠 军。
“很开心能拿到这个冠军，

我每场比赛都一直在拼。 面对戴
资颖， 我赛前没有考虑太多排名
和过往战绩， 就是尽力把自己发
挥好， 把自己准备的东西发挥出
来， 展现自己， 我想肯定会有一
定的效果吧。”

陈雨菲在比赛中大部分时间
都处于领先， 但戴资颖也多次将
比分追平。 对于自己的战术， 陈
雨菲说 ： “我在第一局领先很
多， 是因为当时她的速度还没有
起来， 后来适应我的节奏之后，
她还是把比分追得很紧， 对我来
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我告诉
自己要冷静， 更多地去考虑自己
的战术。”

面对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陈
雨菲说这场胜利肯定能够增强自
己的信心。

“我回去要好好总结， 找到
获胜的原因 ， 争取将来做得更
好。” 她说。

陈雨菲：这是全队的荣耀
全英赛女单夺冠

本报讯 CBA常规赛第45轮
于10日晚战罢。 在常规赛仅剩1
轮的情况下， 已有7支球队锁定
了季后赛资格， 最后一个名额将
在上海队和广州队之间产生。

根据规则， 本赛季常规赛排
名前12的球队均可晋级季后赛。
其中常规赛前4可直接晋级8强 ，
而第5至12名需捉对厮杀， 争取
另外4个8强名额。

在10日晚结束的第45轮联赛
中 ， 浙 江 男 篮 在 关 键 战 里 以
120 ∶106击败竞争对手广州，提前
一轮上岸。 至此已有12支队伍晋
级季后赛， 最后一个名额将在上
海队和广州队之间产生。

目前广东队和辽宁队已锁定
常规赛前两位， 落后深圳1个胜
场的新疆队仍有机会争夺第3，
这四支球队已确定将直接晋级8

强。 此外入围季后赛的球队还包
括北京、 广厦、 福建、 山东、 江
苏、 吉林和浙江。

上海队和广州队同为22胜23
负， 综合两队本赛季交手成绩，
上海队手握主动权。 末轮只有在
上海负于福建， 而广州战胜吉林
的情况下， 广州队才能搭上季后
赛的末班车。

（艾文）

CBA季后赛形势渐明朗
上海广州两队争最后一席

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接受采访
时， 围绕男篮国家队、 小篮球 、
CBA和篮协改革， 谈了自己的观
点。 他希望首届男篮世界杯可以
帮助中国男篮塑造一批十年后仍
被人记住名字的球员， 而2020年
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及以上的成
绩， 则是中国队的目标。

谈男篮世界杯：
盼塑造 “黄金一代”

今秋在中国举办的篮球世界
杯， 既是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家
门口迎接的一场大秀， 更是剑指
东京奥运会晋级资格的一场大
考。 要想搭上东京奥运会的 “直
通车”， 世界杯上必须争取亚洲
区第一的成绩。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是我们
的目标， 当然 （奥运资格） 以上
的成绩也是我们的目标。” 姚明
说。

去年9月 ， 王治郅 、 姚明 、
苗立杰、 尤纳斯等2008年北京奥
运会中国男、 女篮队员、 教练齐
聚五棵松体育馆， 纪念两队当年
在奥运赛场的经典表现。

谈及希望世界杯能够给中国
男篮留下什么， 姚明说： “亚特
兰大奥运会之后塑造了中国男篮

‘96黄金一代’， 2008年也塑造了
一批， 我希望这次在中国也能出
现一批， 让大家在十年后仍然记
得住名字的中国篮球选手。”

目前的中国队缺少姚明这样
的国际级球星， 姚明坦言： “不
会再有下一个姚明， 还会有下一
个影响下一代的年轻球员， 但不
会是我， 我希望他们成为他们自
己。”

回顾中国男篮在本届篮球世
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征程， 在六
次世预赛比赛窗口期中， 前四次
中国队一直是以红、 蓝两队的形
式参赛， 相当于 “半支国家队”；
到最后两次才实现两队合并， 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队。

姚明说， 他确实担忧过红、
蓝两队的形式会影响主力球员的
磨合。 “所以我们寻找了一个比
较合适的机会 ， 把球队合并起
来， 也让主力球员、 包括新发掘
的球员， 在最后冲刺阶段有磨合
的时间。”

谈篮协工作：
合理工作 推进改革

对于CBA联赛和国家队之间
如何平衡， 姚明说： “我们应更
合理地分配联赛的主客场和赛
程， 我们训练应更加科学， 为球

队提供更好的条件， 使他们旅行
减少疲劳。 同时也要保证高质量
的训练， 让球员充分休息、 恢复
或者提高等等。”

如今， CBA正变得越来越职
业。 在姚明看来， 联赛主要肩负
两个使命， 一是为国家队培养人
才， 二是为整个社会提供文化产
品。 “我们怎么尽可能地去把两
个目标在一套体系里体现出来，
并且做好，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姚明指出， 联赛的知识产权
保护是进一步拉动体育消费、 特
别是篮球消费的抓手。 “电视版
权、 球队标识、 联赛标识等等，
这些都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体育
实际上接触的面特别广， 如果可
以， 我认为应该讨论一下如何保
护知识版权。”

除了CBA， 姚明领衔的中国
篮协也在进一步推进协会改革发
展 。 如今 ， 一些地方篮协开始
“脱钩”， 但很多地方篮协的自我
造血功能不足。

对此， 姚明透露说， 在上月
刚举行的2019年中国篮协工作会
暨第九届二次理事会上， 他们专
门就此进行了讨论。 “我们要给
予地方篮协经费和政策的支持，
希望为他们提供这种造血的功
能， 中国篮协实体化应该建立在
地方篮协实体化的基础之上， 而

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篮协这个层
面上。”

谈 “小篮球”：
降低门槛 提高兴趣

去年 ， 姚明带来的提案与
“小篮球 ” 有关 ： 个头小一点 ，
篮筐低一点， 场地小一点， 适合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姚明介绍说， 经过一年的发
展， 篮协注册的小篮球选手已达
10万人。 “我相信在注册体系之

外， 还有更多， 一定会有更多！
在小篮球的推广方面， 我们一定
不能搞得像筛选。 既然做基础，
我们要更大地扩面， 甚至降低门
槛， 提高大家的兴趣。 我们也要
科学教学， 避免一些伤病或者不
必要的事情发生。 我们希望得到
家长的支持， 这非常重要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
要在青少年当中开展小篮球， 使
我们未来国家队的基础更加 牢
靠 。” 姚明说。

据新华社

欧冠出局后难以入眠
会继续留在巴黎

新华社电 法甲巴黎圣日耳
曼前锋姆巴佩10日表示， 自己在
欧冠联赛球队被曼联淘汰出局后
“难以入眠”。

在与曼联的欧冠对决中，巴
黎圣日耳曼首回合客场以2:0取
胜，晋级形势一片大好，但6日次
回合坐镇王子公园球场的他们以
1∶3落败，在总比分战平的情况下
因客场进球劣势遭淘汰。 曼联由
此成为欧冠历史上第一支首回合
主场两球落败仍晋级的球队。

“我受到了刺激，以至于难以
入眠。 ”姆巴佩在法国电视一台10
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这的确
很难， 我们那么努力地走到这一
步，因此会感到失望。 ”

本周末巴黎圣日耳曼客场挑
战南特的联赛出于安全考虑被推
迟进行。 目前在法甲赛场，“大巴
黎” 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里尔
队， 拿到最近七个赛季里的第六
个联赛冠军难度不大。 但在姆巴
佩看来， 欧冠出局的沮丧尚未完
全消退， 现在很难去考虑赛季剩
余的征程。

不少巴黎球迷担心巴黎圣日
耳曼留不住20岁的姆巴佩， 对此
这位法国新星也给予回应。

“我想我会留在这里，甚至可
以做出担保。”他说，“被淘汰出局
会引来不少问题， 因此没有理由
再把我个人的情况加进去， 这是
显而易见的。 ”

姆巴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