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中
国篮球来说五味杂陈 ， 但
在以 “敢梦敢当 ” 的口号
开启新赛季后， 进入2.0版
本的CBA让众多球迷重新
寻回篮球的快乐 。 中国篮
协主席 、 CBA联盟董事长
姚明在全明星周末期间接
受采访时表示 ， 对于未来
依然满怀信心与希望 ， 不
排除将来CBA有扩军可能。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输给乌兹别克斯坦国奥队，
中国国奥队U23亚洲杯两战两
负，无缘晋级淘汰赛。这又是一届
草草收场的U23亚洲杯， 上一届
在本土举行的比赛， 中国U23国
青队至少还挺到了小组赛最后一
轮，而这次球队的表现有所退步。

小组赛首战虽然被韩国国奥
队绝杀， 中国国奥队仍受到了媒
体和球迷的一致认可。 要知道韩
国国奥队可是本届赛事最大的夺
冠热门之一， 能和最强球队踢成
五五开， 无疑吊高了大家的 “胃
口”。 乌兹别克斯坦国奥队首场
比赛表现不佳， 面对实力平平的
伊朗国奥队， 乌兹别克斯坦国奥
队踢得非常费劲 。 在中乌之战
前， 韩国国奥队击败了伊朗国奥
队， 且场面上游刃有余。 这给人
一种错觉———中韩的实力明显强
过伊乌。 可事实是， 韩国国奥队
确实很强， 而中国国奥队则被对
手踢得没脾气了。

中国国奥队两场比赛的反差
令人吃惊， 在阵容上变化不大，
但给人的感觉是派了两支不同的
球队参加这次比赛。 首战韩国国
奥队的那支中国国奥队 ， 敢拿
球、 敢做配合， 球队整体的流畅
度也很高。 而此战乌兹别克斯坦
国奥队的那支中国国奥队， 则没
有一点儿还手之力， 三脚以上的
流畅传球整场比赛没见过一次，
球在脚下时中国球员一逼三慌 ，
甚至有两次开角球时再度出现令
人哭笑不得的错误， 如果不是乌

兹别克斯坦国奥队把握机会太
“仁慈”， 恐怕这场球会打出 “惨
案 ” 式的比分 。 这就让人糊涂
了， 哪个国奥队是 “真的”？ 哪
个国奥队的表现是这支球队的
“原形”？ 年轻球队表现有起伏是
正常的， 韩国国奥队和乌兹别克
斯坦国奥队两场比赛的表现也有
反差， 但他们至少都取得了良好
的结果， 场面上也没有像中国国
奥队这样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中国足球长久以来一个问题是球
员到了国字号球队， 总是不能发
挥出在俱乐部时的水平， 洋帅、
土帅谁上来带国字号球队， 都难
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似乎成了各
级中国足球队的 “不治之症”。

一次U23亚洲杯， 我们看到
的仅仅是表象 ， 更让人失望的
是， 中国国字号球队十几年来的
持续走低 。 U23亚洲杯举办以
来， 中国U23国青队从来没有小
组出线过， 几届比赛加起来统共
只赢过一场球 。 而我们的U19、
U17则更加颓废， 我们上次参加
世青赛和世少赛已经是十几年前
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的国青队、
国少队不要说去打世青赛， 就是
进入到亚青赛、 亚少赛都非常费
劲了。 这种糟糕的成绩像滚雪球
一样累积起来 ， 成为了恶性循
环， 而现在这种恶性循环的速度
越来越快， 一次又一次打击着中
国足球人和中国球迷的信心， 不
知道这样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能
到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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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满怀信心

国家队在 2019年的糟糕表
现， 是姚明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管是胜是负， 国家队的
比赛牵动亿万人的心， 这是无需
质疑的， 影响也是存在的， 也是
客观事实。” 姚明说， “我们需
要去脚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认清
事实 ， 认清道路 ， 然后找出方
法， 踏踏实实往前走。”

“过去的东西我们要认真总
结，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
对未来的情绪。 未来我们还是满
怀信心满怀希望的。” 他说。

“我们都知道国家队队员是
从联赛中来的， 所以， 提高联赛
质量才可以帮助到国家队。” 姚
明表示， 提高国内球员在联赛中
的参与度， 是对国家队水平提高
最直接的帮助。

不排除未来CBA扩军可能

在此前公布的 《2017-2022

赛季CBA联赛竞赛方案 》 中 ，
CBA球队的数量始终保持在 20
支， 也一度被解读为 “CBA五年
内不会扩军”。

“正好澄清一下，当时公布的
是一个五年的竞赛计划表……按
照现有的球队去制定， 你不可能
制定这个数量之外的东西。 ” 姚
明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说CBA多
少年扩军或者多少年不扩军。 ”

如若扩军， 是否会向中西部
倾斜？ 对此， 姚明认为， 还应一
步一步来。

“我们可以把一些赛事先带
到那边 ， 比如说发展联盟的比
赛 、 夏 季 联 赛 包 括 冠 军 杯 比
赛 去 试水 ， 摸摸情况 ， 熟悉环
境。” 姚明说， “要等到瓜熟蒂
落的时候。”

双管齐下培养球员和教练

不管是常规赛事还是全明星
周末， CBA赛场上的年轻面孔越
来越多， 这得益于各俱乐部新人
的涌现， 以及联盟越来越多与学

生球员的联动。
“一个联赛需要不断的新鲜

血液加入……毕竟谁都扛不过岁
月嘛。” 姚明开起了玩笑， “不
管是你的年龄还是你的身材， 都
扛不过。”

他表示， 要给这些年轻球员
创造空间与舞台， 让他们发光、
发亮， 获得自信。 “我认为球场
上所体现出的自信， 是一切技术
和能力的基础， 只要他们有了自
信， 他们就会去成长， 去成为他
们从小梦想成为的那个人。”

姚明也强调， 对于教练的培
训很关键， 因为 “教练员的素质
决定了运动员的成材率和高度”。
他认为， 不仅要培训场内的技战
术， 也要培养教练员场外的综合
素质。

姚明列举了2019年中国篮协
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一次教练员实
验班的课程 ： “课程包括心理
学、 沟通学、 博弈、 组织管理等
等， 这些听起来好像跟篮球场没
太大关系的课程， 获得了极大的
好评。” 据新华社

12日晚， 东京奥运会男排亚
洲 区 资 格 赛 结 束 了 决 赛 的 争
夺 ， 沈富麟麾下的中国男排0∶3
(14∶25， 22∶25， 14∶25) 不敌伊朗
男排， 遗憾与东京奥运门票擦肩
而过。 虽然无缘奥运大舞台， 但
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
中国男排离奥运会最近的一次。

与中国女排相比， 中国男排
一直是一支存在感颇低的队伍。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们也
曾是亚洲范围内的一支劲旅， 他
们曾多次站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
台。 在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逆转
韩国之后， 北大学子喊出 “团结
起来， 振兴中华” 的口号， 也成
为当时的时代强音。

然而进入21世纪后， 中国男
排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尤其是东
京奥运周期中， 中国男排的成绩
更为糟糕，2018年世锦赛他们五
场不胜尴尬出局、 创20年来世锦
赛最差战绩，2019年又无缘男排

世界杯，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女排姑娘们不仅第一时间拿
到东京奥运资格， 并且以十一连
胜的骄人战绩实现了世界杯的卫
冕。 在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
里， 中国男排也在经历着改变。

去年10月， 已过花甲之年的

沈富麟接替阿根廷人劳尔·洛萨
诺成为中国男排主帅， 这是他第
二 次 拿 起 国 家 队 的 教 鞭 ， 64
岁高龄仍然 “出山救火”， 老人
无非是不忍心看着中国男排深陷
困境。

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 中国

男排的面貌确实发生了改变。 此
次落选赛中 ， 他们曾3 ∶0完胜哈
萨克斯坦 ， 而后又3 ∶2逆转中国
台北， 提前一轮进入四强。 在半
决赛与卡塔尔的一战中， 中国队
轻装上阵， 打得毫无心理压力。
整场比赛， 中国男排通过高质量
的发球不断冲击对方 ， 最后以
一场3∶1的胜利挺进决赛。

面对亚洲霸主伊朗男排， 队
长江川曾表示： “我们要摆正位
置， 冲击对手。” 由于双方实力
差距较大， 整场比赛中国男排都
处于被动局面 ， 最后以0 ∶3的一
场脆败错过了奥运会的门票。

沈富麟上任后曾多次强调要
重塑球队的精气神儿， 他表示：
“中国男排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形成团队的精神核心、
培养骨干球员。” 从小组赛以及
半决赛的比赛中， 球迷们的确感
受到了男排对阵强敌时的团结一
致， 看到了球员们在落后时的不

遗余力 。 但是最后一场对阵伊
朗， 队员们的心理状态依旧未能
调整到最佳。 自失偏多， 攻传配
合不够默契等问题依旧存在。

但是从整体来看， 在沈富麟
的带领下， 中国男排短短两个月
的时间内已经有所进步， 而闯入
了落选赛的决赛， 已经是属于中
国男排的一次 “小欢喜”。 虽然
最后还是无缘奥运会门票， 但这
也说明中国男排与强队之间的确
存在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 队员们在比
赛中打出了沈富麟要的那种 “精
气神儿”。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
而就， 在结束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之后， 中国男排又站到了一个新
的起点。 他们有经验丰富的 “新
帅” 带领， 他们的精神面貌又焕
然一新， 前路漫漫， 中国男排的
未来之路又被希望照亮， 下一个
四年， 希望你们圆梦奥运。

（中新）

中国男排遗憾虽多希望更大

哪支国奥队是“真的”？

无缘东京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