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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雪”跳进北京冬奥场馆

没考虑这个锅有多大

告别国家队的这一年， 少帅
杜锋的 “身板” 更厚实了。 他率
领广东男篮时隔六年重回CBA王
座， 自己也获得了赛季最佳教练
员的奖项， 此番临危受命， 言谈

中明显更有底气。
“落选国家队的主

教练， 其实还是有遗憾
的。 这说明可能我还有
些地方需要提升， 我觉
得没有问题， 因为毕竟
我还是年轻教练， 所以
我回到俱乐部， 还是苦
心钻研熬业务， 不断去
完善和提升自己， 其实

就是那句老话 ， 功夫不负有心
人。” 杜锋说。

“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锅有多
大。” 杜锋说， “中国男篮现在
是最困难的时候。 作为一名篮球
人也好， 作为一名党员来说， 国
家需要、 组织需要， 对我来说就
义无反顾地去支持， 去奉献自己
的力所能及的力量。”

中国男篮历次选帅， 都是一
道围绕 “本土还是外教” 的选择
题， 作为本土代表， 杜锋认为国
内教练的优势在于 “更接地气”。
“中国运动员更含蓄 、 更内敛 ，
国内教练更能了解他们的思维方
式、 想法和心态， 这是中国教练
的最大优势。 在技战术方面， 其
实也都是因人而异， 因为球队有
不同的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外教
在一些辅助方面， 训练方面， 来
提升这个团队。 其实就可以了。”

“家国” 一肩挑是好事

如何兼顾国家队和俱乐部 ，
是外界对杜锋执教前景的一大关
注点。 杜锋表示中国篮协希望他
在国家队期间能身兼两职， 他个
人也觉得是件好事。

“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国家队
主教练， 欧洲、 美国， 都是兼俱
乐部主教练的， 因为他们可以通
过联赛保持竞技水平和比赛感
觉， 教练带队需要这种感觉， 然
后不断完善自己， 升华自己的技
战术水平。 其次在联赛中， 你也
可以更好了解各队球员， 因为每
个队 （广东队在CBA） 最少碰两
次， 在一个小组可能碰四次。 那
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根据
你想培养或者看重的球员， 针对
一些不同的防守方式， 对他一些
压迫也好， 对他制造困难也好，
看他在临场上的反应， 是不是具
备将来去国家队的潜力。”

在广东队执教期间， 杜锋发
掘和重用了赵睿、 徐杰、 胡明轩
等一批 “潜力股”， 谈到国家队
选拔年轻球员的标准 ， 他说 ：
“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 还
有积极上进的心态， 你不能每一
次都说是怨天尤人的一种情绪暴
露出来。 成立新的国家队， 思想

方面非常关键， 国家队是身披国
服战袍为国争光的地方， 为国奉
献的地方， 不是你个人利益和个
人的问题。 所以来到队伍， 一切
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从奥运落选赛放眼未来

中国篮协跟杜锋提出了一个
规划， 希望到2023和2024年时队
伍能有一个变化，而明年6月的奥
运落选赛，将是这次蜕变的起点。

“（明年） 打完CBA联赛， 国
家队集中时间很短， 落选赛大家
都知道是非常残酷。 落选赛比世
界杯的难度要大很多。” 杜锋说，
“我觉得这次更多要考虑四年后，
世界杯和奥运会梯队建设的球员
为主， 去发掘更多有能力、 有潜
力的球员， 让这些年轻球员看一
看， 跟欧美队伍的真实差距， 去
感受一下世界大赛。”

杜锋表示：“这次国家举办了
世界杯比赛， 让我们所有从业者
和球迷能在家门口放眼看世界，
看世界篮球的水平是什么样。 我
们跟世界篮球水平还是有很大差
距，如何缩小跟欧美强队的距离，
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

比赛的难度， 实力的差距摆
在这里， 可以预见中国队很可能
在落选赛个别场次的结果会不太
好看， 杜锋希望外界到时候能更
多地从成长的角度来评判队伍的
表现。

“落选赛大家都知道是非常
艰难的， 基本上用一句话说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赛结果固然
大家是很在意的， 我也希望大家
能看一看过程。 这些球员在场上
体现出什么了？ 表现出什么了？
或者从数据上面， 他们是不是比
之前做得更好了？ 比如说罚球命
中率， 比如说外线三分命中率，
比如说打得是不是更流畅。 其次
他们是不是在落后或者大比分落
后的时候 ， 依然没有丢掉精气
神， 没有丢掉斗志， 体现出像女
排那种战斗精神。”

从 “等饭吃” 到 “做饭吃”

中国男篮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在哪 ？ 杜锋给出的答案是要从
“等饭吃” 转变为 “做饭吃”。

杜锋解释道： “这两年CBA
的数据统计， 前20名的得分、 篮
板基本上是外援包了， 我们国内
的球员在联盟当中， 体现出的价
值在哪里？ 其实更多都是角色球
员， 我会用通俗的方式说， 我们
国内球员更多是在等饭吃， 而不
会做饭。 我在跟队员交流的时候
说， ‘你能告诉我， 你在场上哪
个点是在联盟水平最好的 ？ 投
篮？ 突破？ 传球？’ 很多球员他
说不出来，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哪
个点强。”

从国家队层面， 杜锋表示高
质量的热身赛是教会队员 “做饭
吃” 的关键， 但解决问题的根源
还是在联赛。 “国家队两三个月
的集中时间， 通过6到8场球的对
抗赛， 然后让这些球员开始等饭
吃转变为做饭吃， 其实这八场球
是远远不够的。”

就目前国内球员来说， 只有
易建联等极少数有 “做饭” 的实
力， 杜锋认为现在的年轻球员在
能力欠缺的情况下， 应该更多地
学习欧洲篮球的风格。

“我们的年轻球员 ， 可能大
家更崇尚美国篮球， 但是中国篮
球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真的学不
了美国， 更多还是要学习欧洲篮
球的风格 ， 你没有运动天赋超
强 、 可以一个人主导比赛的球
员， 但是你如何去把篮球打得更
整体、 更无私、 更合理， 这是我
们需要的。 其实到了更高水平的
比赛， 你个人方面的东西体现出
来是跟别人的差距， 然后让队伍
感受到每个环节都会卡住， 没有
那么流畅。” 杜锋说。

中国篮球需要改变， 但变革
之中， 没有 “救世主”。

“不是说一个教练员或者是
一个姚主席就可以去改变的 。”
杜锋说， “这不是说用几年能解
决的， 可能真的需要几代人去慢
慢完善，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庞
大的工程， 那也是需要大家共同
去努力， 也需要社会各界和球迷
朋友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因为
中国篮球的路还是很长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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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回路转 放眼未来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11月
26日 ， COLMO空调·2019沸雪
北京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 （以下简称 “2019
沸雪北京”）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首钢园举行， 会上宣布本届赛事
将于12月12日-14日在首钢滑雪
大跳台举办。

从2010年首次进入中国， 沸
雪让中国滑雪爱好者领略了滑雪
大跳台赛事的世界最高水平， 也
让中国滑雪爱好者亲眼见证了代
表国际最高水准运动员的竞技水
平。 此次2019沸雪北京比赛场地
将从国家体育场转至2022年北京
冬奥会比赛场地之一的北京首钢
园， 对此，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
陈杰介绍道： “沸雪大跳台赛事
连续九年在京举办， 自2017年起

成功升级成为国际雪联世界杯赛
事， 并成为奥运会正式积分赛。
经多方研究， 今年沸雪北京赛事
比赛场地由国家体育场变更为北

京首钢园·首钢大跳台。 首钢大
跳台也将成为世界上首例永久性
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 同
时也是2022年唯一处于市内的雪

上项目比赛场地。”
记者了解到， 本届赛事在原

有单板大跳台的基础上， 加入了
双板自由式项目， 参赛运动员和
比赛时长比往届增加了一倍， 届
时将有来自约30个国家的160名
单板和自由式项目的男女运动员
来京参赛， 其中云集了单双板大
跳台项目全球最顶级的运动明
星。 本届赛事的医疗工作将选调
专业医疗救护团队对赛事进行医
疗保障， 还将对20例运动员进行
兴奋剂检测。

除去世界一流的大跳台运动
员带来的精彩刺激的比赛外， 在
本届赛事中大跳台国家队也将亮
相。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杨东介绍说： “本次
世界杯涉及的这两个项目我国开

展的时间比较短， 都是在奥运会
申办成功之后陆续组建的新的队
伍， 跟国际高水平队伍有差距。
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在最短时间
内提升水平， 这次也将在首钢大
跳台上亮相， 一方面争取发挥最
好水平， 同时也借这个舞台向国
际高水平运动员学习。”

将音乐表演、 体育竞技以及
盛大的庆功派对融合在一起历来
是沸雪的特色， 本次2019沸雪北
京也将增加一场特别的光影秀，
以期带给观众更好的感受。 据首
钢集团副总经理梁捷介绍， 这场
持续八分钟的光影秀将穿插在比
赛期间， 利用了包括4个冷却塔
和滑雪大跳台冰面在内的壮观工
业遗存， 内容将凸显冬奥元素及
首钢百年传承。

———专访中国男篮主教练杜锋

当杜锋重回中国男篮出
任主帅的消息公布后， 一些
关心他的业内朋友、 球迷朋
友纷纷打电话来问， “这么
大的锅， 你去背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 世
界杯兵败让中国男篮陷入了
十几年来的最低谷， 在网上
随便打开一条有关国家队的
新闻， 评论区里不乏冷嘲热
讽。 留在广东队， 杜锋是冠
军主帅， 回到国家队， 则前
途未卜。 一年前， 他带着遗
憾离开， 如今， 他带着希望
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