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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的
丈二和尚

●
上周六，上海女足又输球

了。0比1输给没有外援、实力
不强的山东队。

上海女足曾经拿过近50个
全国冠军，有“冠军之师”之
称。可是，上海女足这些年在
走下坡路。

女足一年有三大赛事：联

赛、足协杯与锦标赛，加上全运
会，可谓冠军多多。然而，上海女
足最近五年居然一冠不得。

本赛季，联赛踢了 12 轮，平
了 3 场，输了 4 场，只赢了 5 场。
足协杯更是 1 比 6 耻辱地惨败给
武汉队。

究竟怎么回事？球迷满腹疑惑。
●

上周六，申花1比2输给了沧
州雄狮，结束了一段九轮不败征
程。

本赛季，申花处于资金不足
与国际足联禁令的困境中，却表
现出非常团结与坚韧拼博的精
神，战绩不俗，超出球迷预期，踢
出的内容也可圈可点。各方称
赞，球迷满意。

但是，股改迟迟没有消息，球
迷很是担心，毕竟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久在困境中挣扎，身心总
会疲惫，战力恐怕难以为继。

股改那么难吗？球迷颇为不

解。
●

上周六，久事男篮总算赢球
了。赢了北控。这场球，久事打
到第四节，最多时领先 21 分，突
然间又给人崩盘的感觉。谢天谢
地，久事还是顶住了北控疯狂反
扑，最终以 7 分优势，拿下了比
赛。

上赛季，久事男篮打进季后
赛半决赛，离总冠军两步之遥。
本赛季，内外援补强，球队信心满
满，球迷期望很高。不料，连战连
败，打不过实力平平的对手，大比
分输给实力较强的对手。过程与
场面，乱哄哄的，让人眼镜大跌，
不忍目睹。

球迷直呼“看不懂”。
●

三场球赛同一天进行，蛮巧
的。更巧的是，三场球赛都让球
迷成了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

有关方面能答疑解惑吗？

半壶叮当响

●中国乒协公布的对国乒
球员梁靖崑的处罚一度受到全
网关注。梁靖崑被禁止参加今
年接下来的所有比赛，有世界
杯决赛、亚洲杯、全锦赛、乒超
联赛等无论大小的乒乓赛事。
梁靖崑在澳门 WTT 冠军赛中
与林高远的比赛取胜后“做出
不得体庆祝动作，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才受到乒协重罚的。
早先披露梁靖崑这个不得体庆
祝动作的自媒体称梁靖崑“把
乒乓板塞进了他的裤裆”，这太
令人震惊了。以后不断有视频
流出，才知道梁靖崑是把球拍
插进了裤腰，腾出双手举臂吆
喝，还吹了一小段口哨。裤裆
与裤腰的差别太大了，因为“裤
裆塞球拍”才引起大家热搜这
个事件的，这也使得“不得体动

作发酵得如此迅速。一字之差，
后果足够严重噢。当下网络上的
文句不通、错别字层出不穷似乎
没有什么纠错、更正的。这一次
乒乓球世界冠军梁靖崑是有点吃
了哑巴亏的。也没有什么可后悔
埋怨的，谁让你如此得意忘形呢？

●神州有球迷为梁靖崑求情
的认为乒协的处罚过重了，“年轻
人难免张狂，可以原谅”。梁靖崑
今年 26 岁，不年轻了。“00 后”才
算得是年轻运动员。他进入国家
乒乓球一队也有十年了。国乒向
来治军严格，梁靖崑应该是身临
其境、亲眼目睹了。这一回轻率
过分受此重罚并不为过。乒协官
宣称：“希望梁靖崑引以为戒，正
视问题，积极改正，未来以更好的
精神面貌回归赛场。”没有一棍子

打杀当用之材，大家可以放心。
今年也就只剩下两个月了，好好
反省吧，来年很快到来了。

●老话讲：“一壶摇不动，半
壶叮当响。”水装满一壶摇着不
响，装了半壶水一摇就响。这比
喻品格高、学识深的人深藏不露，
而才疏学浅、为人轻浮的人总爱
张扬。还记得“老瓦”吗？瑞典乒
乓球运动员瓦尔德内尔是世界上
第一位集奥运会、世乓赛、世界杯
于一身的乒球大满贯冠军。他与
蔡振华及蔡振华的四代弟子全面
对抗过，从没有见到老瓦取胜之
后张狂过。这位乒坛常青树才是
后辈应当效仿的模范。刘国梁教
育国乒球员要先做人，后打球，没
错的。先把自己的品格、学识装
满一壶吧。呵呵。

中超形势
一日巨变

昨晚的两场焦点战役，使
得中超争冠和保级的形势都发
生了变化。

山东泰山主场 3 比 1 击败
上海海港，终于在积分上追平
了领头羊武汉三镇。两支球队

围绕着联赛冠军的争夺又重新回
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就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
一度认为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已
经没有了悬念，但是，关键是武汉
三镇自己开始掉链子。而这一轮
武汉三镇输给了成都蓉城，即便
山东泰山面对的对手是上海海港
这样的强队，但最终泰山还是成
功地拿到了 3 分，从而让自己的
积分追平武汉三镇。

在保级方面，大连人在主场
反败为胜拿下武汉长江，使得本
队与降级区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
到 10 分。这场比赛更直接的意
义是把武汉长江进一步地推向了
降级区，武汉长江领先倒数第三
的广州城的优势，只剩下2分。

而近期我们都注意到广州城
队强烈的保级愿望和迅猛的拿分
势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长

江队确实就很危险了，可以数一
下武汉长江队已经连输了多少场
了，按此趋势下去，武汉长江队随
时有可能会被广州城反超。

中超有悬念，英超有话题。
一个在场上转圈圈的话题成为了
过去几天围绕曼联比较热门的一
个讨论。欧联杯曼联主场对蒂拉
斯波尔警长，安东尼上半场直接
在比赛中开始玩起转圈圈把戏，
不知道主教练滕哈赫中场休息就
把他换下去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昨天，同样是一名巴西球员，
内马尔在大巴黎的一场法甲联赛
中用眼花缭乱的技巧给姆巴佩送
出了一脚助攻。可惜姆巴佩没有
把这个球打进。

花哨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技
巧的目的是什么，要么是传球，要
么是射门，安东尼转圈圈不能仅仅
是为了转圈圈。是这个道理吗？

德约“被上课”

本赛季临近尾声之时，男子
网坛原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透
露，在他能否参加明年澳网的问
题上出现了“积极信号”。今年这
个魔幻的赛季，让他“学到了一
课”。

尽管目前只是出现了一些非
官方的积极信号，德约方面仍在
通过律师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交
涉，但德约认为，如果明年自己能
重返福地澳网，他会有更强的参
赛动力。澳大利亚已经取消了入
境需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要求，
因此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德约的三
年入境限制令是否会被取消。

德约能否顺利参加明年的澳
网，还有待澳大利亚政府最终批
准。不过，在对待新冠肺炎的问
题上，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做到
统一标准。在T20板球世界杯澳
大利亚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前，东
道主澳大利亚队阵中的三柱门防
守员沃德确诊新冠肺炎，但他却
有望出战。一边是没打新冠肺炎
疫苗却被驱逐出境的德约，一边
是确诊新冠肺炎的本土球手仍保
有参赛资格，对于这个问题，澳大
利亚政府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因为德约不是澳
大利亚公民，因此需要接种疫苗，
那么这对他来说过于不公。的
确，未接种疫苗的德约在这个问
题上存在瑕疵，但如果澳大利亚
政府仅凭国籍就制定规则的做法
同样存在问题。既然是防疫规
则，为何会出现区别对待？更何
况，沃德在已经确诊新冠肺炎的
情况下，却仍有机会参赛，这本身
就与防疫规则背道而驰。

对于这个魔幻的赛季，德约
还提到，许多人直接“摊牌不装
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从澳
大利亚政府给予德约入境时必须
的医疗豁免，再到宣布豁免无效，
并给予其三年入境限制令，此外
美网同样以没有接种疫苗而拒绝
他入境，导致他今年的参赛计划
被打乱。德约拒绝接种疫苗的决
定，为他招致了批评。作为网坛
最顶尖的球员之一，德约高调宣
布不接种疫苗的做法有欠妥当。
虽然正如德约所言，是否接种疫
苗是个人选择，但在网球这项高
度依赖全球旅行的运动中，接种
疫苗显然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
他人。当然，这同时成为了澳大
利亚政府驱逐德约的理由，他也
为此付出了代价。

一边是等待参加澳网的德
约，一边是宣布对未接种疫苗人
士开放边境的澳大利亚，看上去
德约能参赛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只不过，对德约的禁令是否能取
消，澳大利亚政府是否能给出肯
定的答案？这一切，还未尘埃落
定。

陈彬彬的路
走得很艰难

日本足球丙级联赛只剩下三
轮了，中国球员陈彬彬依然没有
出场，甚至连大名单也没进入。

陈彬彬是原海港主力队员之
一，2018 年随队夺得中超联赛冠
军，当年还入选国家队，首次参加
亚运会并攻入一球。

陈彬彬速度不算很快，但他
身材结实，脚下技术很有特点，边
路突破是特长，当进攻打不开时，
教练总会想到他，让他去开辟“第
二战场”。

论年龄，1998 年出生的陈彬
彬才 24 岁，正是当打之年，曾被
足协列入重点考察的年轻队员名
单，前程还远大。

今年8月，他被租借到日本J3
联赛富士胜利俱乐部。通常的看
法是，虽然日本足球比中国足球
水平高，但中国的一线球员在日
本三线球会，应该还是能有所作
为吧。但是事实很冷酷，富士队
主教练一直将陈彬彬按在替补席
上，甚至让他坐看台，就是不给他
上场。

是教练对陈彬彬有看法吗？
应该不会。陈彬彬上不了场，无
外乎只有两个原因：一，身体状态
或者能力还跟不上球队；二，技术
特点与球队风格不符。

陈彬彬的技术在中超还算细
腻，但连日本的丙级联赛也没资
格出场，让人十分叹息，也让人强
烈感到，中国和日本足球技术上
的差距，比我们头脑中的距离还
要大。

足球是火热的，也是冷酷的，
有多少能力，一个停球就能看出
来。日本足球号称东方巴西，他
们的踢法不比身体、不比速度，就
比技术，更可贵的是，日本虽然踢
的是技术足球，但是场上一点也
不懒，跑动距离甚至超过对手，这
就是日本足球能够成为亚洲强
队，并喊出要夺得世界杯的底气。

不想再多说中国足球应该如
何怎样才能赶上的问题了，教科
书就摆在眼前。

陈彬彬不容易，走出去，面对
困境，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
这巨大的反差。他在中超，无论
如何也能找到球队，还可以在合
同上写明出场次数。但是到了日
本，钱挣少了，名气打水漂了，连
出场都要憋着气去努力争取。坦
率地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因
此，格外要对陈彬彬竖大拇指，并
希望他沉住气，静下心，努力克服
不足，跟上球队，最终让教练很放
心地让他上场。

中国足球水平要上去，靠的
不是一时的痛快，而是脚踏实地
的努力，陈彬彬走的路，某种意义
上讲，也是困境中的中国足球必
须走的。走这条路很艰难，是需
要勇气和毅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