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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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中国男篮明星后卫郭
艾伦发给俱乐部的一纸传真引发
热议。 这名处于当打之年、 不久
前跟随辽宁男篮夺得中国男篮职
业联赛 （CBA） 总冠军的球员正
式提出转会申请 。 郭艾伦该走
吗？ 转会有可能成功吗？ 最好的
去向又是哪里？ 所有关心中国篮
球的人都想知道答案。

从情感方面来说， 作为土生
土长的辽宁人， 郭艾伦对辽宁队
和辽宁球迷有着很深的感情。 同
时辽宁男篮对于这名已经为球队
效力12个赛季、 为球队带来两座
CBA总冠军奖杯的青训代表人物
也非常重视。 在郭艾伦初露锋芒
时， 辽篮就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成长过程中， 他虽一直与争议相
伴， 但在俱乐部的帮助下一步步
成长为国内顶级明星球员。 辽宁
男篮与郭艾伦早已成为彼此难以

抹去的标签。 “择一城终老” 的
浪漫故事或许为更多球迷所乐
见。

即便抛开与球队和球迷的情
感， 在现行规则下， 郭艾伦从提

出转会到真正实现也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由于目前郭艾伦与辽宁
男篮所签合同为顶薪合同 （D
类）， 根据 《2022-2023赛季CBA
联赛球员选秀、 工资帽、 聘用及

交易管理规定 》， 俱乐部在D类
合同到期后继续拥有球员D类合
同独家签约权。 即便球员方面拒
绝续约， 俱乐部仍保留独家签约
权直至俱乐部放弃或转让此权
力。 郭艾伦本人也表示， 转会能
不能成功， 决定权在俱乐部。

虽然有声音说顶薪球员优先
签约对于联赛人员自由流动是一
种限制， 但是必须承认， 这一政
策短期看能够保护投资人的积极
性， 长期看能够保护球队青训培
养的积极性。 这种更强调 “有序
性” 多于 “自由性” 的人员流动
政策， 无论是在保障CBA联赛健
康运行还是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
发展方面， 都是目前各方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

这样看， 即便郭艾伦和辽宁
男篮在一些问题上可能还存在分
歧， 但最终留队可能是相对较好

的选择。 当然， 考虑到郭艾伦已
经用两个CBA总冠军和两个全运
会冠军回报了辽宁队对自己的培
养， 因此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更适
合的战术体系、 挖掘自己更大潜
力的想法也得到了一些球迷的理
解。

从中国男篮在亚洲杯上的表
现看， 确实需要像郭艾伦这样的
骨干球员突破自我、 走出 “舒适
圈”。 周琦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也
证明， 海外联赛的锻炼确实能让
球员在对抗强度、 适应国际裁判
判罚尺度、 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
方面拥有更多经验和优势。 郭艾
伦作为国内顶尖后卫， 如果能够
通过在海外联赛的表现提升自
己 ， 用积极进取为后辈做出表
率， 那么对中国篮球和郭艾伦本
人来说， 可能是最好的 “双赢”
结局。 据新华社

CBA顶薪球员的两难选择

中超联赛周末重燃战火， 对
于北京国安队来说， 接下来的中
超比赛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北京
队第一阶段成绩尚可， 但是球队
并没有展现出以往的那种统治
力， 也还没有碰到本赛季表现很
强势的那些对手。

中超恢复了主客场赛制， 但
只是部分球队再次拥有了主场比
赛的权利， 北京队由于方方面面
因素的考量， 依然不能回到北京
主场。 按照足协的原则， 在炎炎
夏日进行的这几轮比赛， 尽量安
排在北方进行 。 北京队原定的
“临时主场” 安排在海口， 这样
第二阶段前面3轮比赛， 北京队
都将在客场作战 。 而且可以看
到， 北京队这3轮的对手并不好
打。 北京队本周六首先将在客场
面对今年状态大勇的河南队， 这
支之前的保级球队， 本赛季一跃
成为了夺冠热门。 河南队当年是
很善于在主场作战的， 相信时隔
3年再次回到家乡父老面前， 河
南队主场的战斗力不会有丝毫减
弱。 北京队即便在全盛时期， 客

场踢河南队也是令人头疼的事
情。 踢完河南队， 接下来两轮比
赛北京队将到武汉作赛， 同武汉
双雄武汉三镇、 武汉长江对垒。
武汉三镇堪称 “小恒大”， 在转
会市场极其冷清的情况， 武汉三
镇积极引援， 在内外援方面都有
强将加入。 目前武汉三镇领衔积
分榜， 他们无疑是本赛季夺冠的
最大热门。 武汉长江虽然不像武
汉三镇那么抢眼， 但第一阶段在
强手如林的大连赛区， 武汉长江
也赢了4场比赛， 这支球队从纸
面上看是前三轮最弱的， 但北京
队绝无必胜把握 。 直到第4轮 ，
北京队才会得到 “喘息之机 ”，
北京队将回到 “主场” 迎战 “副
班长” 广州城。

对于北京队来说， 第二阶段
比赛首先要适应主客场的节奏，
这其实也是所有中超球队需要面
对的。 中超球队已经连续三年没
有进行这种主客场比赛了， 大家
似乎已经习惯了封闭在一个赛区
进行赛会制比赛。 对于往来旅途
的舟车劳顿、 对于到客场面对主

队球迷的压力， 这些都需要北京
队来适应， 相信北京队这些小伙
子当了这么多年职业球员， 可以
很快在主客场赛制下进入到 “角
色” 之中。 第一阶段北京队踢得
磕磕绊绊， 北京球迷都希望第二
阶段比赛球队能有崭新的面貌，
至少在配合的流畅度上有提高。
球员方面， 北京队第一阶段表现
最好的是张玉宁、 乃比江等本土
球员， 外援除了梅米舍维奇， 其
他几位都显得不尽如人意， 特别
是与以前北京队的外援比， 今年
的外援显得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能力和特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整， 这些外援伤病逐渐恢复， 按
理讲与球队的磨合也应该到位
了 ， 希望他们第二阶段表现出
“真正的自己”， 毕竟在中超要想
取得好成绩， 外援的发挥是决定
性的。

北京队今年中超能取得什么
成绩 ？ 坦白讲 ， 期望值不能太
高。 在一个相对体面的成绩基础
上去力争上游， 应该是北京队最
切合实际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于彧）8月2日，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 北京古
玩文物艺术协会在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共同签署文化执法三方联动
机制有关文件，联合开展严打严防文
化领域进出境违法违规行为。

三方联动机制着重对文化市

场普法与信息交流、 案件线索举
报与联合调查机制、 进出境文物
鉴定与监管、 违禁印刷品监管配
合、 打击进出境旅游违法行为等
方面建立联络合作机制， 畅通线
索移送通道，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互助调查取
证工作， 共同维护首都文化市场

良好秩序 。 三方联动机制的签
订， 对于打击违禁出版物， 防止
境外有害信息倒灌， 防范以旅游
名义进出境从事非法活动具有重
大意义。 目前， 北京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总队研究出台了文化市
场相关专项执法工作方案， 统筹
推进13项重点工作专项治理。

8月3日， 北京建工新材公司
乒乓球协会组织职工开展乒乓球
竞技赛， 吸引了来自不同单位30
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 。 据介
绍， 后续新材公司乒乓球协会将
不定期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 增强职工体质， 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

本报记者 陈艺
通讯员 时志勇 摄影报道

新华社电 高尔夫大满贯冠军、 前世界第一冯珊珊2日在个人社
交媒体平台宣布正式退役。

“近几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也让我思考了很多。 过去这么
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漂着，永远都在旅途上，现在可以暂时停
下来，可以多多专注个人的提升，并且多多陪伴父母。过去的几十年，
高尔夫带给了我很多，而此后我希望可以为高尔夫做得更多。 ”冯珊
珊在写给球迷的信中说。

冯珊珊1989年8月5日出生于广州， 她于2007年通过资格考试获
得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LPGA）的会员资格，是中国大陆
首位LPGA全卡球员。2012年冯珊珊在LPGA锦标赛上获得冠军，是中
国高尔夫球协会注册球手首次获得四大满贯赛的桂冠。

15年职业生涯，冯珊珊共在美巡、欧巡、日巡等国际赛场上斩获
22个冠军头衔，其中包含10个LPGA冠军。 冯珊珊在2017年11月登顶
世界第一，并蝉联“球后”23周。 在奥运赛场上，冯珊珊曾以国家队队
长身份出战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并在里约斩获一枚铜牌，在东
京获得第八名。

在蓝湾大师赛登上世界第一是冯珊珊职业生涯记忆最深刻的瞬
间。 “非常巧合的是那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冲击世界第一。 2017
年我整个赛季发挥都不错，蓝湾大师赛前一个星期在日本拿了冠军，
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回到蓝湾本土作战，
最后推杆进洞的那一刻身边很多球员 、家
人、团队、朋友都上来泼水庆祝。 在赛季快要
结束时完成自己定下的目标，站上世界第一
的位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冯珊珊说。

回顾整个职业生涯，冯珊珊为自己感到
自豪。“以前我一般会给这一年打85分最多90
多分 ，给自己留一些空间 ，因为
高尔夫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
超越自我、不断追求成为更好的
自己的运动 。 但我最开始打球
时，目标只是考上LPGA。 我是在
不断完成目标又刷新目标后，一
路走到现在。 所以我非常为自己
整个生涯感到自豪，现在我会给
自己打100分。 ”

目前，冯珊珊已正式担任中
国国家集训队女队主教练。 她表
示，会用自己的国际经验结合中
国高尔夫的情况，逐渐整理出一
套最适合中国球员的训练系统。
“现在作为备战杭州亚运会国家
女子集训队主教练，我会配合国
家队安排好集训时间，帮助球员
往各自设定的目标靠近。 希望可
以让国内更多优秀的选手走出
国门，出现更多来自中国的世界
第一和奥运奖牌获得者，甚至是
金牌。 ”

冯珊珊同时表示，她也会继
续做好青少年培训以及高尔夫
普及的工作，希望未来
的职业赛场上也能形
成中国球员的“军团效
应”。

北京国安后面的比赛很困难

北京严打严防文化领域进出境违法违规行为

新材职工赛乒乓

回顾中国高尔夫名将冯珊珊职业生涯：

曾曾登登顶顶世世界界第第一一
斩斩获获2222个个冠冠军军头头衔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