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定档6月
窦靖童首次挑梁大银幕女主

当为昔日国脚
“组队下基层”点赞

□本报记者 于彧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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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远未超越马布里
大逆转上海队一役过后， 那

场比赛独得46分的吉布森超越马
布里 ， 升至CBA总得分榜第 16
位。 “吉布森超越马布里” 成为
了一个 “噱头”， 在社交媒体上
广泛 “传播”。

从数据上看， 吉布森确实超
越了马布里。 但是， 吉布森的大
部分数据累积， 都是在广厦、 青
岛、 江苏这几个老东家完成的。
吉布森对于北京首钢队的贡献，
应该说还很有限， 不要说与冠军
时代的马布里相比， 就是同林书
豪、 杰克逊等外援相比， 吉布森
还没有达到期望值。 不过， 最近
比赛的不俗表现， 也在让大家琢
磨———吉布森这名球员， 究竟该
怎么用？

北京队的特点是打整体， 这
并非雅尼斯时代的风格， 而是北
京篮球漫长历史积淀下来的风
格。 即便有过马布里、 林书豪这
样的NBA巨星级外援， 他们也都
是在融入到球队整体后， 才绽放
出个人的光芒。 无论是以前的马
布里， 还是上赛季的林书豪， 都
不可能脱离首钢队的这个整体。
吉布森在过往CBA其他球队效力
时， 其风格特点是很鲜明的， 有
点儿 “独行侠” 的意思， 特别是
在相对较弱球队效力时， 更加喜
欢一个人单干。 但是到了首钢这
样的大俱乐部， 吉布森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显得比较 “收敛”， 他
显然知道这支球队的技战术特
点， 并试图努力融入。 帕亚加尼
在的时候， 看上去是想让吉布森
“释放天性”， 但那时的吉布森状
态不佳， 你给他机会， 他也投不
进。 等到解立彬、 雅尼斯前后脚
回来以后， 吉布森在组
织进攻和防守端做出了
很多努力， 但总体感觉
其作用还不如大外援汉
密尔顿。

对上海队的最后
一节， 首钢队其实给
人的感觉是 “死马当
活马医” 了， 索性让
吉布森去放开投， 居
然收到了奇效并创造
了逆转20分的奇迹。 这就
让首钢队在今后面临一道
选择题———是让吉布森放
飞自我？ 还是坚持球队整
体的风格？ 首钢队已经打
进了季后赛， 现在就是个
排位的问题。 刚好留下
几轮时间， 给雅尼斯去
试验和思考。 首钢队是
一支人员比较老化
的球队， 并不像广
东队和辽宁队那样
有那么多强劲的年
轻球员。 加之核心
球员翟晓川伤缺 ，

如果让吉布森 “单练”， 倒不失
为一种办法。 吉布森也还需要证
明自己配得上首钢队这支曾经的
冠军球队， 上海队只能算是联盟
中下游球队，吉布森要想真的“超
越马布里”，还得在强强对话以及
季后赛的关键时刻发威， 只有这
样他才能被写
进北京篮球的
历史。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由导
演李孟桥自编自导， 窦靖童主演
的电影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定档6月18日全国公映。

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讲述了一个女孩踏上挣脱束缚、
探寻自我旅途的故事。 该片在入
围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后， 近日又受邀参加纽约
新导演/新电影2021年第五十届
电影节展映， 作为国际诸多知名
导演的启程影展， 此番入围是对

影片品质的又一次肯定。 伴随影
片的定档， 官方同步发布的最新
海报展露影片气质， 不同于此前
黑白文艺质感， 此次画面中窦靖
童戴着泳镜惬意躺在阳光之下，
色彩浓郁的经幡摇曳在似天空也
似海水的蓝色里， 幽默又带有超
现实的意味， 窦靖童饰演的女孩
仿佛停留自由和束缚的边界，“见
人见智” 的文案预示着如何的相
逢和收获，让这趟旅程愈加神秘。

关于电影 “探寻自我” 的主

题， 正如窦靖童此前所述， “在
这个世界上， 你有A组问题， 我
有B组，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的相互理解， 如果你不接受
你自己， 就很难接受世界。” 如
今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即将
上映， 长于 “心境” 描摹的李孟
桥导演， 是否会再次进入当前社
会共性的心理议题， 首次挑梁银
幕女主作品的窦靖童又将带来如
何表现， 具有个性的影人联合，
火花值得期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向凌潇) 4月3日至4日， 2021
年第四届费斯杯 roller cross国际
轮滑障碍赛在北京八达岭奥特莱
斯广场举行， 来自朝阳区、 海淀
区、 石景山、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等10余个轮滑俱乐部的近
千名参赛选手参加。

本次比赛设置了个人计时
赛、 障碍计时赛、 亲子计时赛等
多种比赛方式。 随着裁判员的发
令声响， 比赛正式开始。 小选手
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弯腰， 屈
膝 ， 脚蹬轮滑……动作一气呵
成。 “利用假期， 我和好朋友一
起参加这个比赛， 玩得很开心。”
参赛选手陈哲强说， 很喜欢这个
比赛， 不仅可以交朋友， 还可以
向其他优秀参赛队员学习。

据了解， 该赛事已连续在昌
平区举办四届 ， 总参赛人数达
4000余人次。 随着北京2022冬奥
会的临近， “轮转冰” 和青少年
体育也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轮滑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受到越来越
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 据统
计， 昌平区目前有超过2万名青
少年轮滑爱好者 。 通过此次活
动， 为昌平区热爱轮滑的青少年

提供了沟通交流平台， 既展现了
轮滑的魅力， 又增进了青少年间
的友谊和对轮滑的兴趣， 并通过
“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带动家长，
从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最近北京市首届社区杯
八人制足球赛火热开赛， 这
项民间业余赛事由于众多昔
日国脚的加盟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广泛关注。 在中国职业
足球联赛站在十字路口不知
何去何从的当下， 这则消息
宛若一阵春风给人以希望。

3月30日 ， 一份本届社
区杯秩序册球员名单在网上
传开， 一支名为 “西城区白
纸坊樱桃园队” 的参赛球员
中， 徐云龙、 邵佳一、 杨璞
等昔日国脚级球员赫然在
列， 此外， 队内的桂平、 马
荃 、 刘正坤 、 李同庆 、 沙
力、 刘刚、 张锰等多位球员
也都曾经效力于京城球队。
在 “大兴区旧宫镇足球队”
中， 同样也有前国安球员王
长庆、 徐亮等人。 其实， 在
京城民间足球圈看到一些职
业球员、 甚至与之同场竞技
并不稀奇， 但这些职业球员
尤其是国脚级球员如此大规
模组队参赛还真是不多见。

职业级球员组队参加业
余比赛， 从排面来看并不对
等 ， 甚至让人产生 “没法
玩” 的心态， 但事实却并非
如此。 在4月1日白纸坊樱桃
园队与椿树街队的一场比赛
中， 昔日国脚们愣是被 “民
间大神” 踢出一身冷汗， 不
仅本方门前频频传来险情，
甚至最后也只是凭借点球大
战惊险胜出。 当然， 昔日职
业球员赢得如此艰难与比赛
形式关系很大， 毕竟在小场
比赛与标准足球场比赛是截
然不同的感受， 业余球员与
职业球员在体力分配、 技战
术配合、 经验意识等方面的
差异都因较小的场地被大大
抹平， 而职业球员或多或少
都要 “悠着踢” 的心态也给
了业余球队一较高下的希
望。 这个时候， 比赛的胜负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能够
在家门口与职业级球员同场
竞技 ， 本身就成为一种象
征———让足球这项生发于基
层的运动重新回归基层。

最近十年来， 中国职业
足球因为 “抄近道” 走了不
少弯路， 这直接导致中国足
球这块招牌一度蒸蒸日上，
而中国球员水平却每况愈下
这一悖论的出现。 “金元足
球” 的试错给我们最大的教
训其实还是那句老话———要
按规律办事。 足球运动或者

一切运动的规律很大程度上
并不取决于拥有多么大牌的
外援、 多么高的薪酬， 一项
运动的内在规律势必源自基
层， 源自参加这项运动的人
口基数———只有基数提供足
够大的量变， 才能最终促成
质的飞跃。 说起基层运动的
开展， 美国篮球场地在街区
的普及以及高水平的日本青
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都是绕不
开的话题， 两国基层体育运
动的高质量开展也确实让俱
乐部及国家队受益匪浅。 标
杆其实一直都在眼前， 中国
足球舍近求远多年最终仍要
回归原点。

此次众多前职业球员
“组队下基层” 参加社区比
赛， 可以说为本届社区杯八
人制足球赛狠狠地 “吸了一
波粉”， 也让默默开展多年
的基层足球运动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量， 这是一件
好事， 应该为这些前职业球
员肯放下偶像包袱 “与民同
乐” 点赞。 毕竟发展基层足
球运动 ， 首先要做的便是
为基层足球打响招牌， 以吸
引更多草根球迷尤其是青
少 年 球迷 “零门槛 ” 地了
解、 参与足球这项运动， 在
足球场上不带功利色彩地享
受其中乐趣。 这时候， 偶像
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无疑会
让基层足球运动的宣传推广
事半功倍。 当然， 打响招牌
只是 “万里长征 ” 的一小
步， 如何让基层足球赛事飞
得更高更稳， 如何让质优价
廉的足球配套资源离普通民
众更近， 如何更切实有效
地 发掘培养 苗子 ， 如何畅
通从基层足球到职业竞技的
上升通道……种种问题的解
决任重道远。

道阻且长 ， 行则将至 。
希望此次社区杯职业球员组
队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成为
“太平洋上的那只蝴蝶”， 轻
轻地扇动一下翅膀， 便引发
一场风暴。 希望这场风暴可
以荡涤笼罩在中国足球头上
的阴云， 让中国足球正本清
源， 重拾初心。 初心如同衣
服的第一个扣子， 第一个扣
子扣歪了， 后头的一排扣子
也就都歪了， 中国足球改革
如今重新扣回第一个扣子 ，
希望这一次能够真正重视起
基层的力量， 不再把扣子扣
歪。

千余名轮滑小将“斗技”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