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CBA联盟22日
发布 《 2021-2022赛季CBA
联赛国内球员基础信息白皮
书》 （以下简称 “白皮书”）。
这是自2020-2021赛季以来，
CBA联盟连续第二个赛季以
白皮书的形式， 系统呈现国
内注册球员相关信息。

与2020-2021赛季的白皮
书相比，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
在多个维度进行了升级， 包
括深度挖掘、 系统整理了国
内球员注册的相关信息、 第
一次在白皮书中系统呈现了
球员个人荣誉及生涯高光表
现， 并且进一步完善了球员
数据的采集内容。

从白皮书中可以看出 ，
近几年国内球员注册人数持
续增长， 每个赛季注入CBA
联赛的新鲜血液稳定增加 ，
CBA俱乐部青训目前仍是现
阶段CBA联赛最主要的后备
力量输送渠道， 通过选秀进
入联盟的人数持续增多； 球
员交易日趋活跃， 《标准合
同》 签署率达到96.42%。

球员生涯部分为本赛季
白皮书的新增内容 。 此次 ，
CBA联盟首次系统呈现全体
国内注册球员个人荣誉及生
涯高光表现， 个人荣誉包括
总冠军、 常规赛MVP、 总决
赛MVP、 国 内 球 员 最 佳 阵
容 、 最佳防守球员、 月最佳
球员、 周最佳球员、 最佳第
六人 、 月最佳星锐球员等 ，
以及球员参加全明星赛和全
明星单项赛所获得的相关荣
誉。

同时， 依据 《中国篮球
协会运动员技术和体能测试
与评定手册》， 2021-2022赛
季CBA联赛专项测试项目为2
分钟强 度 投 篮 和 专 项 速 度
耐力， 结合专项测试继续采
集国内注册球员身高、 体重、
臂展、 手长、 手宽、 站立摸
高 、 原地起 跳 摸 高 和 助 跑
摸 高 等 基 础 数 据 ， 并增设
3/4场地冲刺和限制区移动测
试， 进一步完善CBA联盟球
员数据采集体系， 系统展示
球员专项运动能力。

意甲锋霸斯卡马卡年薪只有4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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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血点检查检测在北京冬奥会正式亮相

北京冬奥会顺利落幕， 极有
潜力的新型兴奋剂检查检测手段
“干血点” 也成功完成在奥运会
的正式亮相。 这项技术因为其便
捷、 经济等多种优势， 一诞生便
受到瞩目， 而中国全程参与了技
术和器材研发并成为率先正式使
用的国家。 近日， 中国反兴奋剂
中心向新华社记者揭秘了这项技
术研发的过程。

革命性新技术亮相

本次冬奥会兴奋剂检查检测
工作中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将干
血点检查检测作为兴奋剂常规检
测手段。 去年东京奥运会上， 干
血点技术进行试验性应用， 而在
北京冬奥会上， 干血点检测正式
亮相。

这项新技术是取运动员极少
量末梢血放在试纸上以测试是否
含有违禁物质， 过程类似医院采
指血。 与传统血检相比， 干血点
技术对运动员伤害极小、 样本更
易运输和存储、 更好地保持样本

的稳定性， 具有便捷经济的突出
优点， 被反兴奋剂业内人士寄予
厚望。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陈志
宇介绍说， 干血点是一种具有创
新性、 革命性的检测方法。 去年
备赛东京奥运会时， 中国进行了
400多例干血点检测， 在其后的
全运会则是全球首个正式使用干
血点技术的综合性大型赛事。 北
京冬奥会备赛阶段干血点检查超
过300例。

中国全程参与研发

陈志宇表示， 中国反兴奋剂
中心是这项技术的发起方之一，
从 2019 年 开 始 与 国 际 奥 委 会
（ IOC） 、 世 界 反 兴 奋 剂 机 构
（WADA） 、 国际检查机构 （ I鄄
TA） 等合作 ， 全方位参与项目
规则和方法研究， 特别是干血点
兴奋剂检查器材的研发。 这是我
国首次在反兴奋剂领域全方位参
与的创新项目， 中心参与规则制
定、 检查要求、 检测技术和器材

研发等各方面工作， 保证这项技
术第一时间在中国落地。

干血点作为医疗上常见的血
样处理方式对大众来说并不陌
生， 但是作为新型的兴奋剂检查
检测手段， 检测方法和检查器材
上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

为了攻克以上难题， 全球性
反兴奋剂干血点项目于2019年3
月正式启动， 中国在领导小组、
样本采集和传送工作小组、 样本
检测和储存工作小组以及特别咨
询小组全部四个小组均有任职。
中心检查处副处长温洪涛便是研
发团队的成员之一。

温洪涛表示， 为了保证器材
能按时在北京冬奥会上使用， 中
心配合项目组制定了干血点检查
技术文件。 2021年5月， 北京国
家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干血点检
测方法通过评审。 新方法可以从
干血点中直接检测睾酮酯类禁用
物质， 是一种直接的检测方法，
具有快速、 灵敏、 高效的特点。

通过检测认证后， 下一个难
点是制作出符合技术文件要求的

器材。
温洪涛介绍， 干血点检查器

材的两大难点在于样本的定量采
集以及防篡改装置。 为此， 中心
专门成立了国内干血点项目组，
仅用一个月便研发出第一代器
材， 并用在了东京奥运会、 北京
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兴奋剂监
控和陕西全运会。

“这对于实现中国体育代表
团干干净净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北
京冬奥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他说。

项目组并没有止步于第一代
器材。 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 他
们与浙江大学微流控芯片技术领
域的专家团队合作研制了更加智
慧的干血点检查器材———干血点
扇贝芯片。 中心还与国药集团中
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奥泰
医疗科技等单位合作研制全新的
防篡改盒。

新技术前景光明

干血点技术刚一诞生便受到

各方关注， 其发展潜力也十分被
看好。 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
卡一再强调， 干血点是反兴奋剂
斗争中振奋人心的技术发展， 是
传统检查手段的强有力补充。

WADA科学部主任拉宾曾表
示： “这项技术是反兴奋剂工作
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未来不仅能
够扩大检查面， 还可以更好地检
测现有某些物质以及新的物质。”

温洪涛认为， 目前干血点方
法还处于开发阶段， 部分国家实
验室的个别检测方法刚通过认
证， 取代传统血检还尚早， 但是
相信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陈志宇表示， 干血点方法在
反兴奋剂领域的应用产生从 “抽
检” 到 “普查”， 从 “等候检查”
到 “立行立检” 的革命性变革。
我国作为体育大国， 体育人口众
多， 干血点作为革命性的突破，
通过更便捷和廉价的方式， 加大
检查的覆盖面， 将极大提高检查
的有效性和威慑力， 维护体育的
纯洁。

据新华社

最近一家中超豪门俱乐部公
布了未来球队薪资结构的报告，
这家当初引领中超 “烧钱” 潮流
的球队， 从一个极端 “勇敢” 地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球队采取
大刀阔斧式的限薪， 一线队主力
最多每年拿到60万人民币， 替补
只有十几万人民币， 预备队替补
球员每年薪资只有6万人民币 。
很多球迷看后惊呼———终于有了
这么一天， 我和中超球员挣的钱
差不多！

中国国家队成绩极差， 球迷
反响很大。 而中国球员以往过高
的薪资 ， 与其技术水平并不相
称。 中超没有培养出一名世界级
或者哪怕是亚洲最顶级的本土球
星 ， 反倒培养出了很多 “亿元
户 ” 或 “千万元户 ”。 在中超 ，
“百万富翁” 其实都是 “穷人”。
这样的高薪资投入， 也让俱乐部
不堪重负。 虽然说目前中超的困
境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比如有
疫情这样非常明显的客观因素，
但俱乐部在运作中那种不计成本
的投入， 也是陷入危机的重要原
因。 中国球员的高收入， 放到国
际上简直就是笑话。 我们不用与
日韩这些理性投入的亚洲联赛相
比， 就以五大联赛之一的意甲为
例， 意甲中下游球队球员的年收
入很难超过100万欧元。 像意大
利当红新星、 国脚斯卡马卡， 虽
然已经是公认的意甲锋霸， 虽然
国际米兰这样的大俱乐部已经
“预定购买” 了， 但他在萨索洛
这样实力不俗的球队踢球， 其年
薪只有40万欧元。 即便下赛季转
会到国际米兰， 斯卡马卡的年薪
估计也只会涨到150万欧元。 就
拿150万欧元来衡量， 折合成人
民币是1000多万元， 这个收入在
几年前的中超本土球员中， 也只
算是 “毛毛雨”。 欧洲冠军国家
队的当红新星只能拿到这个数，
而我们这些在亚洲连越南都踢不
过的国脚， 凭什么拿得比这个还
多呢？

把薪水限制到一个合理的区
间， 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但是
凡事都得有个度， 正所谓 “过犹
不及”， 你这一刀砍下去， 对近
10年代表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丢
脸的这帮球员 ， 其实伤害力有
限。 这帮80后、 90初的球员， 在
中超最 “烧钱” 的这十年， 已经
积累了足够的财富。 圈里常有这
样一个笑谈———钱全让某某球员
挣了。 这位球员现在已近职业生
涯暮年， 你让他限薪也就限了，
他当年在中超最好的俱乐部已经
积累了足够的财富。 职业球员吃
的是 “青春饭”， 一般就是在23
岁-33岁之间开始 “挣大钱 ” ，
积累出足以在退役后生活的财富
来。 限薪真正伤害的是中生代球
员和年轻球员， 中生代球员刚挣
大钱没几年， 年轻球员则还完全
没有开始挣钱。 过度的限薪一是
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二是真的
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比如一年
真的只拿6万元人民币， 要是在

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那还真不
如找个班儿上得了。

这家大刀阔斧限薪的俱乐
部， 在新赛季的成绩引人注目，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保级甚至取得
更体面的成绩， 相信未来会有更
多的俱乐部仿效。 毕竟作为 “资
方”， 俱乐部肯定想的是更能省
钱的方案。 但是需要提醒各个俱
乐部的是， 大幅度限薪可以， 要
注意很多问题： 比如与球员原有
的合同需要尊重， 再比如要做好
后备力量更加不足的准备———如
果说年轻球员真的年收入那么
低， 一些人才肯定会流失， 久而
久之俱乐部就会成为 “无源之
水”。 在我们的校园足球体系尚
不成熟的情况下， 让现有从事足
球的人员保持积极性， 也是提升
或者维持水平的重要因素。 中国
足球可以挨骂， 但中国足球不能
再下滑了， 若是连现在踢职业足
球这点人口都要大量减少， 未来
真的要输缅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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