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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骄不馁不放弃、不狂不放不申花！在 2019 中国足协杯决赛中，上海绿地申花在先客后主的
两回合决赛中，以客场 0比 1小负、主场 3比 0大胜，逆袭战胜山东鲁能，为上海足球再添一个全
国冠军。同时，这也是中国足协杯 7年来首支先客后主夺冠的球队。

致敬敢变求变真英雄

前尘，往事，小风大浪，人间匆忙。转身，是又
一片开阔。他们，来到了“我的后半生”。
往前，谁不是那个独领风骚的体坛豪杰，一次

射门，一记重扣，一飞冲刺，一局妙弈⋯⋯好儿女，
敢争先；现时，从未固步，踏出舒适区，寻求崭新身
份的认同，意气当奋发；往后，探寻自己的未知，成

就未知的自己。一路向前，他们摸索，他们驰骋。一
曲终了，非散场时刻。 再登场，引吭又一段洋洋
盈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超越，不止于竞技的败与成，超越，更在于

人生的怯与勇。这一年，我们致敬敢变，求变，改
变的他们。

体育新闻部记者集体撰稿

    年度盘点，中国足球是绕不开的

话题。年复一年，怒其不争的情绪似
乎都已淡然。

国足一年中出现三任主帅，而且卡纳瓦罗
和里皮（尤其是第二次离任）最终都走得如此

决绝，实在堪称这一年里中国足球的代表性镜
头。11月 15日，二度执掌国足教鞭的里皮在

世预赛 1比 2不敌叙利亚队之后第二次愤而
辞职：“如果球员在场上害怕，没有斗志，没有

欲望，没有胆量，不能从容传球，不能体现出训

练的东西，那就是主教练的责任。所以我向大
家宣布现在辞职，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里皮突然辞职，谁来接手国足？本土少帅
李铁成为“救火队长”最热人选。

率队出征东亚杯，尽管战绩是 1胜 2负，

但以一支“国足二队”面对日韩两强都只是小

负，李铁基本通过了足协的“小考”。而在 12月
26日，一场国足主教练竞聘会在北京召开，李

铁、李霄鹏、王宝山三大本土教练参与竞聘。
相比王宝山，李铁作为国内少壮派主帅具

有年龄优势。而相比李霄鹏，李铁曾经长期辅
佐过里皮，以及他东亚杯临时执掌国足选拔队

的经历，或许会让他在与李霄鹏的竞争中占据

上风。在近期接受采访时，李铁也透露出对国
足帅位更高的心气和意愿。他多次强调，执

教国家队是他从小以来的梦想，只要给

自己更多时间，能把球队带得更好。

从“里家军”到“李家军”，对

于李铁而言，更艰巨的任务

还在明年。

    今年，篮球世界杯首次登陆中国，携东道

主优势，又被分在公认小组实力最弱的 A组，
中国男篮进入八强的目标可期可盼。但最终让

人大跌眼镜，中国男篮在本次篮球世界杯上仅
获得第 24名，还几乎可以确定将史无前例地

无缘东京奥运会。中国男篮的口碑和战绩，都

跌至谷底。

篮球世界杯上，一组姚明观赛中无奈伤感
的表情包刷爆网络，“姚头叹琦”、“无姚可救”

“楠辞其咎”等网络热词更是应运而生。中国篮
协姚主席遭遇到自己这一路走来恐怕最艰难

的时刻。

世界杯结束，姚明一个人扛下所有压力，

直言“世界杯中国男篮没有打好，辜负了球迷
的期望。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

话，那就是我”！
男篮的失败该怪姚明吗？显然不是。中国

男篮与世界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亚洲也难成霸
主，这是早在姚明当中国篮协主席之前已经发

生的事。这次世界杯，只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

到了这个差距。如果一定要找出中国男篮此次
失利的原因，单单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是没有意

义的。说到底，我们还是输在整体实力上。

    他俩是中国体育的老朋友、老对手。漫长

的职业生涯，他俩见证了中国羽毛球和中国围
棋的新人辈出，风光无限。一声珍重，说句走

好，他俩或回归家庭，或转身从政。身后，留下
的是一段段体坛的巅峰传奇。

当地时间 12月 28日晚，马来西亚羽毛球
名将李宗伟的退役赛在云顶云星剧场举行。群

星云集，场面感人。李宗伟坦言，今后会多陪家

人，也希望能够健康地过完余生。
36岁的李宗伟职业生涯共获得 69 个冠

军，曾长时间占据羽毛球男单世界第一宝座。

他拿过三届奥运亚军和四届世锦赛亚军，被称
为“无冕之王”。去年 9月，李宗伟传出罹患鼻

癌的消息。由于身体迟迟没能达到复出水准，
李宗伟最终于 6月 13日无奈宣布退役。

李宗伟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对手是林丹，多

年来，两人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关系传为佳
话。两人一共交手 40次，林丹 28胜 12负，本

来曾相约再战东京奥运会，现在，李宗伟只能
带着遗憾离开了。

犹如李宗伟之于林丹，李世石与中国棋手
古力也创造了一段围棋界“绝代双骄”的佳话。

11月 19日，韩国著名围棋棋手李世石正式向

韩国棋院递交“辞职申请书”，宣布退役，就此

结束了 24年零 7个月的职业围棋生涯。36岁

的李世石 12岁开始围棋职业生涯，在世界性
赛事中获得过 18次冠军。2016年，李世石在

与谷歌计算机围棋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
Go）的 5局大战中以总比分 1比 4落败，但他

在第四局下出“神之一手”获胜，创造了唯一一
次人类击败 AlphaGo的纪录。

初见时，你是不败少年。挥别时，你已成追

风传奇。老朋友，再见。

关键词：人生一道坎
姚明
时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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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上港集团
原董事长陈戌源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
亚足联裁委会主席杜兆才、中国女足名宿孙
雯、前国足主帅高洪波三人当选副主席。

2019年8月25日

2019 DOTA2国际邀请赛 TI9（The International）首
次来到中国，在上海举行，这一赛事号称全球最“贵”电竞赛
事。10月，第十届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宣布正式落户上
海。电竞顶级赛事扎堆上海，上海正朝着打造全球电竞之都目
标迈进。

2019年 12月6日

关键词：全村的希望武磊
时间：1月

王濛
时间：5月

关键词：硬实力统领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杨扬
时间：

11月7日

郎平
时间：

9月28日
关键词：向祖国献礼

关键词：铁少帅救火
李铁
时间：

12月26日

    波兰卡托维兹，第 5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

上。一袭白色西装，款款站上台用英语演讲的
杨扬清新美丽，犹如一朵盛开的茉莉花。

这一次，中国第一位冬奥冠军杨扬本已传
奇的履历上又多了一个新头衔：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WADA的最
高级别的官员。

某种意义上，杨扬的当选，是中国体育

国际话语权增强的标志，更是世界对中国反
兴奋剂工作的一种肯定和信心。杨扬坦言：

“能够提名并当选，是对我近年来在反兴奋
剂领域工作的一种认可。让我非常骄傲的

是，中国近年来在反兴奋剂工作上取得巨大
成就，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信心，能够让中

国人来参与世界反兴奋剂的领导工作。”

运动员转型，杨扬是一个优秀的范本。中
国第一枚冬奥金牌为杨扬带来的，不仅仅是冰

场上的梦想延续。从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
员到国际奥委会委员，到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

委员会主席，再到如今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
主席，杨扬一直在世界体育舞台的最前沿展现

着中国体育人的风采和独特魅力，一直在用她

的努力为中国体育在世界领域争取着更多的

话语权和地位。
而对于冰雪的挚爱，也让她始终未曾远

离。本月初，在东方明珠脚下，一片洁白梦幻的
冰场再度出现———这是“冰飞扬”iCE LiVE上

海东方明珠冰上嘉年华的第二年。这冰场，是
上海在冬天的一处梦幻景致，更是杨扬为上

海冰雪运动埋下的一颗希望种子。

关键词：啊！ 朋友再见
李宗伟
时间：

6月13日

李世石
时间：

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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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会议，把王濛这个曾经写就无数荣

耀的短道速滑明星再次推到前台。
今年 5月，在担任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队

主教练一年后，王濛升任短道速滑和速度滑
冰国家队教练组组长，这也标志着她接过恩

师李琰的教鞭，正式成为“娘家”中国短道队
的新掌门。在备战北京冬奥会不到 1000 天

的关键时刻，中国冬季项目的王牌之师悄然

换帅。
运动员时代，王濛在冬奥会、世界杯、世

锦赛的赛场上席卷金牌无数，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纪录。转型成为教练，王濛执掌队伍时也
一如昔日在冰场上那般霸气。上任后，王濛提

出“大道重组，短道重振”的目标，改变了以往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国家队各自为战的做

法，“合二为一”成立了“短大队”。也正是在王
濛的劝说下，昔日队友、奥运冠军周洋才转型

大道。
2019短道速滑世界杯 4 个分站赛下来，

中国队总共斩获 8 枚金牌，而上一赛季世界
杯中国队没有金牌入账；速滑世界杯，后起

之秀宁忠岩实现金牌突破；昔日队友周洋转

项速度滑冰后参加世界杯，最好成绩获得
前四。

将目标放在 2020年世锦赛以及 2022年
北京冬奥会上，王濛期待冰上中国队可以复

制她当年的成功，用硬实力去赢得最高荣誉。

    2019 年对武磊来

说，注定是职业生涯难
忘的一年。正如他在刚

刚发布的《武磊周记》里所

写的：“远赴西班牙留洋踢球，

我经历了球场内外许多第一

次———赛季初的替补登场；收获西甲

联赛首个进球；和球队

一起打进欧联杯，被当地的

球迷簇拥⋯⋯”

西甲首发从无到有，助攻从

无到有，进球从无到有，实现“即插即

用”，迅速在球队站稳脚跟，交出一年

出场 43 次打入 8 球的成绩单，武磊的表

现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无愧于“全村
的希望”。

一年留洋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武磊
动情感言：“我们都曾在高光时被给予厚

望，也在低谷时饱受质疑。庆幸的是，在我
这个年纪已经有了家人的陪伴，已经有了

自我调节的能力，甚至我过去曾经历过的在

国家队比赛时遇到的那些质疑和压力，也已
经帮助我可以更快地去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更快地走出阴影！”
武磊留洋，从中超这个“中国足球村”来

到西甲，能有机会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在

更大的舞台上展示和锻炼自己，意义不仅

仅在于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是鼓励更
多青少年爱上足球。他已成为中国球员向

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从他的身上，可以
看到属于中国球员的独特价值。这是武磊站

上新跑道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不
害怕竞争，才有可能赢得尊重。”

    “我们的目标是，升国旗，奏国歌！”在日本

女排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结束后，郎平的豪言壮

语让人感奋不已。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前
3天，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夺冠，将自己的世界

大赛冠军奖杯增加到 10个，也给 2019赛季画
上“十全十美”的句号。人们更难忘记的，是郎

平在夺冠后面对亿万观众时流下的泪水。
在世界杯收官战后的采访中，郎平笑着笑

着就哭了。当被问到情绪激动的原因时，郎平
回应道：“因为这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也是今

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太高兴了，我们马上就能
放假了。”1981年，正是在日本大阪，郎平作为

球员，第一次帮助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

38年后，郎平作为主教练，又一次将队伍带上
世界杯最高领奖台。

“上世纪 80年代，女排以拼搏精神赢得五
连冠，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30多年

来，女排魅力不衰，粉丝遍中华，纵跨几代人。”

这是《感动中国》节目组对中国女排的评价。世
界杯夺冠，最高领导人接见，上国庆花车⋯⋯人

们感慨这个英雄的团队总是恰逢其时，殊不知
漫长的备战期里，中国女排埋头苦练，每个技术

环节、每种战术配合，都日复一日地悉心打磨。
先后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四度夺冠，郎平

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人。从球场上的

“铁榔头”到球场边的“郎指导”，在言传身教中
将毕生经验和“女排精神”传承给新一代球员，

郎平是中国女排辉煌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
亦是“女排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世界杯“中考”交出完美答卷后，东京奥运
会的“大考”是中国女排的下一次挑战。释放压

力，排除万难，从一个巅峰走向另一个巅峰，郎

平用自己辉煌的职业经历，最好地诠释了“女
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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