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体育

15

CBA 联赛 7 轮战罢，无论是横刀立马的丁彦雨航，还是老当益壮
的易建联，亦或是崭露头角的吴前、赵睿，众多国内球员状态爆棚，表
现抢眼。不禁令人猜测，这是与外援临时“抢戏”，还是要改写“外援唱
主角”
的 CBA 联赛老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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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体育强国
公益体彩在身边

国内球员爆发

临时
“抢戏
抢戏”
”
还是改写
“剧本
剧本”
”
？
曾在 NBA 打得风生水起的詹宁斯和斯科拉恐怕
不曾想到，
他们联手征战 CBA 的首场比赛会败在一个
24 岁的中国小将手里。首轮比赛，全场独砍 42 分的丁
彦雨航在仅剩 2.9 秒时命中
“准绝杀”
，
并封盖对手压哨
投篮，
率末节一度落后15分的山东男篮逆转取胜。
赛后，网上有球迷戏称“这个叫丁彦雨航的外援，
是专门来 CBA刷数据的吧”
。
而丁彦雨航的
“外援级”
表
现也证明球迷所言不虚，
场均得到28.6分的他位居联赛
得分榜第14位，
是唯一挤进前20席位的国内球员。
有老将易建联做“定海神针”
，广东男篮虽值新老
交替，战绩却未见波动，连克上海、新疆后稳居联赛次
席。本赛季，易建联场均摘下 12 个篮板位列联赛第 8
位，23.6 分的场均得分在国内球员中仅次于丁彦雨
航。他与搭档外援尼克尔森攻守兼备，且均有很强的
策应能力，是联赛中实力最为强劲的内线组合。
后卫位置上，眼下风头最盛的并非早已成名的郭
艾伦、赵继伟等人，而是各项数据全面爆发的浙江男
篮队员吴前。经国家队历练后，吴前目前场均得到
20.7 分位列国内球员第三名，稳坐球队核心位置的他
或将率领浙江队在新赛季实现突破。
不少技战术素养明显提高的年轻球员均在新赛
季迎来爆发。第二年征战 CBA 的小将赵睿已是广东
男篮的主力控卫，场均得到 14.4 分并能送出 4.8 次助
攻，较新秀赛季场均 7.5 分 2.7 次助攻的数据均有大幅
增长。
不仅如此，对抗好、移动快的赵睿还常被用来盯
防对手的小外援，高居联赛第 4 位、场均 3 次抢断的数
据足以说明他的防守表现。
国内球员爆发，自然令不少原本唱主角的外援戏

2017 中羽赛前瞻：

份锐减。布拉切因身体状态不佳返美康复训练后，兵
力告急的新疆广汇临时签约前 NBA 球员肖恩·朗填
补内线空白。
但挑起卫冕冠军内线大梁的却是国内球
员俞长栋，不仅场均 15 分 7.4 个篮板的数据均高于前
来救场的肖恩·朗，攻防两端的强硬表现更是新疆队
力战辽宁、广东时不可或缺的底气。
除数据攀升、场上表现抢眼外，国内球员的爆发
还体现在不少球队对外援依赖程度日渐降低，曾经的
外援“二声部”正逐渐转变为集体合唱。特别是在广
东、辽宁、广厦、新疆等队，国内球员均有不俗的攻防
能力，被俱乐部和教练团队视作球队的核心竞争力。
而对外援的要求自然不仅限于单打独斗，而更强调能
够融入、带动球队发挥整体实力。
为国内球员“抢戏”
成功喝彩的同时，也需清醒地
看到，长期以来“外援唱主角”的 CBA 联赛剧本不会
就此轻易改写。点开 CBA 官网的场均数据统计页面，
占据各项主要数据首页的仍以外援为主，能够跻身各
项数据前 50 名的国内球员数量略有增加，但仍没能
成为主流。
而在决定胜负的读秒时刻，能像丁彦雨航一样握
有最后一攻主导权的国内球员更是少之又少，将球权
交给外援处理仍是联赛各球队的主流选择。此外，联
赛刚刚开始，随着身体疲劳程度累积、不可预测的伤
病情况等因素，国内球员能否一直延续眼下的爆发态
势还有待观察。
尽管改写剧本暂无希望，
但对中国篮球和 CBA 联
赛的长远发展而言，临时“抢戏”
成功无疑是个好的开
始。
据新华社

老将会师？
“围城”拆对

201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于 14 日在福州挥拍，众多老将新星将集中亮相。赛
事组委会 13 日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参赛名单和对阵表，
赛事看点和悬念颇多。

或将上演“林李大战”第 40 回合
林丹和李宗伟的“林李大战”向来是羽坛最大看
点，本次比赛两人同属一个半区，若两人在前两轮均
胜出，则将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上演第 40 次“林李
大战”
，夺取半决赛的入场券。
李宗伟目前世界排名第 7，林丹则世界排名第 4。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这一年来，李宗伟状态低迷，此前

在 Yonex 法国公开赛甚至遭遇了一轮游。中国羽毛球
单打主教练夏煊泽则坦言，连续征战也考验着林丹的
恢复能力。
今年，林丹 34 岁，李宗伟 35 岁。
对球迷们来说，两
位徘徊在退役边缘老将的比赛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决战“双龙会”？
1 号种子选手安赛龙和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选手
谌龙分处上下半区，
两人曾在 2015 中羽赛的四分之一
决赛会师，
当时安赛龙以 17 比 21 与 13 比 21惜败谌龙。
2016 年，
两人在中羽赛半决赛相遇，
谌龙晋级决赛。
今
年两人若再度相逢，
则要到最终决赛上演
“双龙会”
。

“围城”拆对

自 2014 年以来，谌龙在福州屡屡折戟。2014 止步
16 强，2015 年在决赛中不敌李宗伟，获得亚军。2016
年，谌龙 0 比 2 爆冷输给丹麦名将约根森，再度无缘
冠军。今年谌龙再战中羽赛，他能否打破福州不胜魔
咒也成为一大看点。

新组合亮相

里约奥运会后，郑思维和陈清晨异军突起，长期
排名混双世界第一。然而，在“围城组合”如日中天之
际，两人得到了被拆对的消息。
中国羽毛球队双打主教练张军解释了“围城”拆
对的原因：在新周期兼项将越来越少，处在新老交替
的国羽需要提早为东京奥运会布局，尽快把新周期
的组合固定下来。国羽教练组决定让郑思维与黄雅

琼搭档参加混双，
陈清晨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女双。
郑思维和黄雅琼都是来自浙江队的，他们曾在
羽超联赛中有过合作，
黄雅琼也与老搭档鲁恺拆对。
郑思维／黄雅琼将在中羽赛首轮迎战印度组合
普兰纳阿夫／雷迪，两人能否默契配合，一路高奏凯
歌，
也成本次比赛一大悬念。
据新华社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报告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
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是，在这些国家战略的背后，体
育彩票一直是默默的奉献者。大到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小到你身边的健身公园、小区的健身路径，来自体
育彩票购彩者的爱心积少成多，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支
持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句话，
体彩在身边，
公益看得见。

体彩公益金打造家门口的健身场地
你知道
“15 分钟健身圈”
吗？
家住天津河东区富民路的市民张赫夫妇，今年以来感受到了“15
分钟健身圈”带来的便利。在富民公园，张赫说：
“我俩每周末来这里打
羽毛球，爸妈每天早上都到这里快步走，新建的羽毛球场馆、新铺的有
氧步道十分舒适，而且离家近，真是太方便了。身边健身锻炼的人越来
越多了。
”
所谓“15 分钟健身圈”，是指当地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就有健身
活动的设施,就能享受全民健身服务。这是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一个重
要的落脚点，也是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的具体体现。
张赫夫妇常来的富
民体育公园内，环绕着 6700 平方米水系和 1000 米环形智能健身有氧步
道，造型美观、功能齐全的健身器材有序分布于林木之间，笼式足球场、
篮球场、门球场、轮滑场、儿童拓展区等体育功能区一应俱全。
这些基础
建设和设施升级，
体彩公益金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像富民公园、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工程、西藏体彩公园等大批百姓看得
见、用得到的健身设施场地遍布神州大地，为大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
“15 分钟健身圈”
和
“私人订制健身房”。
除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健身路径，体育彩票还把健身器材送到了
田间地头。
体彩公益金资助建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径、
“雪炭
工程”
等项目，推动广大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体育基本服务均等化，
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当中来，感受到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这
也正是体育彩票一直以来倡导的
“让快乐和美好发生”
的意义所在。

广场舞、健身操体彩邀你“动起来”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呀最开怀……”
听到这样一段旋律，你有没有跟着广场舞舞者们一起扭起来？
广场舞是全民健身的一种形式，参与人群众多，深受广大百姓的喜
爱。2016 年 10 月，在央视体育频道播出的一档别开生面的《谁是舞王
——中国广场舞民间争霸赛》节目，在广场舞爱好者群体中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
中国体育彩票不仅为这档节目的开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也为广
场舞这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助力许多。
在全国各地，体育彩票支持举办的全民健身活动及比赛几乎全年
不间断，有像广场舞、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登山等普及率相当高
的群众运动，也有像钓鱼、信鸽、桥牌、国际象棋等小众的健身休闲活
动。
正是因为有了体彩公益金的支持，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在祖国各地
生机勃勃，丰富多彩，对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健身健康需求发挥了重要
作用。

奥运赛场争金夺银 体彩也是幕后英雄
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往北，坐落着当代中国最有标志性的两个建
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2008 年的那个盛夏，这里
是举世瞩目的中心。
其实，不只是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奥运场馆，还有更
多的体育中心和奥运健儿的光荣与梦想，背后都有着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大力支持。以北京奥运会为例，从 2001 年起，财政部就从体彩公益金
中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和筹办。到 2008 年，体育彩票
公益金中有 27.5 亿元用于北京奥运会的体育场馆建设和赛事举办工
作。
支持奥运争光，不得不提的还有后备人才培养。在重庆，
“ 体彩助
训·春苗行动”被当地市民亲切地称为体育人才的“孵化器”。10 年来，
已有上千名优秀体育苗子受到资助。
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活动的
初衷是为帮助更多优秀体育苗子，为重庆体育界培养更多如李雪芮、施
廷懋一样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而体彩公益金，就是为这些小树苗健
康成长提供默默支持的重要力量。
从城市到乡村，从健身路径到奥运赛场，在神州大地上，体育彩票
一直与健康相伴，与美好同行。
未来，在广大体育彩票购买者、参与者的
支持下，体育彩票将一如既往地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让我们一起，
让快乐和美好发生。
（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