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前幕后

收视指南

央视五套今天 19时 30分将
转播北京首钢与辽宁本钢比赛。

央视五套、 上视五星体育
频道明天 15时 30分将转播上
海久事与浙江稠州银行比赛。

体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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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自从 2020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宣布取消以

来，处于备战期的中国花样滑冰队已经很久没
有新消息了。然而，昨天一条微博却将双人滑

运动员张昊送上微博热搜榜前五位。一位名为
“圈内爆爷”的网友指责张昊在赛场上故意摔

搭档，而微博的配文更是直指张昊频繁更换搭
档、竞技状态下滑仍不退役等情况⋯⋯

在这条微博中，6张配图把张昊抛跳失败

和其他组合抛跳成功的动作两相对比，指责他
在比赛中故意抛摔女伴。列举出的图片包括

2018年平昌冬奥会张昊与于小雨搭档抛跳失
败，以及 2006年都灵冬奥会张丹在决赛场上

的重摔。
时间回到都灵冬奥会双人滑自由滑的比

赛，张丹/张昊组合最后一对出场。在做难度动
作“后内结环四周抛跳”时，张丹在下落过程中

两腿劈开摔在冰面上，左膝严重受伤，比赛被
迫中断。但在规定的倒计时结束前，张丹调整

一番后重新回到冰场，继续坚持完成比赛，最
终与张昊夺得银牌，这也是当时中国花滑队在

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面对 14年后的这场质疑，昨晚，张昊的老

搭档张丹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回忆不分好坏，
这是一个历练自己的过程，应该感谢回忆中的

自己让我知道努力拼搏和付出是正确的！但没
有任何一个运动员会拿奥运会开玩笑，这点还

是肯定的。”
事实上，图片中所显示的四周抛跳是双人

滑中难度非常高的动作，而越是难度高的动
作，就越免不了失误。

在比赛中故意摔队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重大失误，意味着扣分，意味着他们很难站上

最高领奖台。而这样的行为放在博主所称“为
了金牌不肯退役”的张昊身上，更是充满逻辑

矛盾。
作为中国双人滑昔日最强三对选手之一，

张昊的实力有目共睹。2011-2012赛季结束

后，因身高问题饱受困扰的张丹选择退役读
书，国家队为张昊选择了新搭档———年仅 16

岁的双人滑新秀彭程。两人曾搭档摘得 2014

年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站双人滑冠军。

2016年 4月，教练组做出让张昊/彭程、于
小雨/金杨“拆对”的决定，张昊与于小雨开始

成为双人滑搭档。不过在今年，张昊受到不小
的伤病困扰，由于腿部软组织感染，不得不经

历两次腿部手术的张昊连续三个月没能上冰
训练。尽管如此，在去年 8月进行的 2019中国

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吉林站中，久违赛场的于
小雨/张昊依旧夺取成年组双人滑亚军。

诚然，现年 36岁的张昊确实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但将其
坚持在赛场奋斗说成霸屏赛场，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长年累月

的高强度训练比赛造成的伤病累积，以及高龄运动员不可避免的
体能下滑，都是对老将极大的挑战。而之所以继续留在队中，一方

面是其个人技术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花滑总教练赵宏博对
昔日队友的一种肯定。

将臆测作为控诉，进而人身攻击，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行为。站在自认为的道德制高点，没有任何约束的评头论足，这便
是网络暴力。事实上，从刘翔到易建联，体坛明星遭遇网络暴力的

例子比比皆是。当运动员们为梦想而坚持奋斗时，莫要让网络世界
成为他们流汗又流泪的伤心地。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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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等待里
姚明做了什么
———CBA复赛背后的故事

荩 发布会前
专人消毒
图 Osports

■ 为了保持距离，记者使用加长话筒采访 图 IC

■ 张昊（右）于小雨在
平昌冬奥会获得第七名

图 Osports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挡，它永不

言败生来崛起；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
茫，在那写满荣耀的地方⋯⋯”这段

由 CBA官方发布的复赛宣传片《全
力以“复”》，从 6月 20日起，将在青

岛国信体育馆和东莞篮球中心一遍
遍播放。

是的，CBA 复赛了。距离上一

次 CBA 比赛终场哨声响起 151 天
后，“全副武装”的 CBA 联赛带着

率先复赛的“光环”，于今日正式出
现在球迷面前。在复赛背后，故事

多多。

请钟南山出马
CBA自从春节前暂停后，因为疫

情影响一直推迟至今，能够成功重启

也是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应了那句
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依托医疗

专家制定的防疫方案得到肯定，这才
换来了联赛的成功重启。

在 5月初，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

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示对联赛重启
很有信心，但其实当时的情况是，

CBA的复赛计划已经被驳回。好在对
于这样的情形，CBA公司迅速优化方

案，再次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了复赛
申请。虽然重新提供的重启计划在 5

月 13日还是暂未通过，这次并不是
被驳回，而是需要提交更为细化的方

案。随后，CBA迅速跟进并向防疫部
门提交了细化后的重启方案，这才换

来了 CBA的重启。
“复赛之前，我们希望获得专家

的建议，但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找钟南
山院士咨询，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

他。”姚明表示，自己非常感谢钟南山
院士，“好在我们有一个小优势，他是

中国篮球的女婿———钟老的爱人李
少芬是中国女篮上世纪 50年代的国

手。由于有这层关系，我们就厚着脸
皮去请他，请他推荐一位行业内的专

家，帮助我们制定了整个计划。”
确实，在疫情影响下，CBA是否能

够复赛，不光是篮球界或者体育界的

事，取得卫生防疫专业人士的帮助，十

分必要。在制定重启计划这件事上，姚
明和他的团队不但体现了本行业的专

业水准，而且也赢得了高水准的卫生
医疗专业支持，两方面专业方案的完

美统一，才是能够复赛的关键。

记者两次检测
CBA之所以能够得以重启，方案

中对防疫工作的细化是重要因素之

一。具体到东莞和青岛两个赛区，所
有的比赛区域都有具体要求，细到什

么地方要戴口罩、什么地方必须量体
温、什么地方是绿区、什么地方是黄

区、什么人群在什么场合⋯⋯都有严

格规定，力求做好精准防控。
就拿“接站”这件小事来说，青岛

赛区在确定各队抵达时间后，组委会
第一时间协调了机场、火车站，特意

为各队开通绿色通道，抵达后第一时
间直接上车送达酒店。而在酒店内，

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 24小时候
命，对每一名抵达的球员、教练、记

者、工作人员等进行核酸检测，确保
万无一失。

昨天下午，记者走进比赛场馆青
岛国信体育馆，进门的测温登记只是

常规操作，无论是通道还是场地内，绿
区、黄区泾渭分明，各区人员只能在各

自指定的区域活动，如果有“越界”的
倾向，安保人员就会立刻上前提示。在

赛场里，不管是公开训练还是训练后
的采访，持有黄色证件的记者都要距

离球员 2米以上。在新闻发布厅，黄证
和绿证人员也坐在不同区域，每一场

发布会结束后，防疫人员还会把所有
的座椅和话筒都消毒一次。

相比以往，媒体前往两个赛区现
场采访的申请更为严格：赴赛区前 7

天按照联盟要求完成第一次核酸检

测，在抵达赛区后还必须接受第二次
核酸检测，两次核酸检测均合格者，

方可获得复赛期间现场媒体报道资
格。同时，前往采访的记者于开赛前

至少 14天起，每天登录、打卡所在地
“健康码”小程序，并且要向 CBA 联

盟提供通过本人手机号查询的动态
行程卡等等。

意义超越篮球
此前姚明发布了《致 CBA参赛人

员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作

为国内第一个重启的全国性大型体育
赛事，CBA的复赛对于全面推进复工

复产，恢复生活秩序，战略意义深远，
其社会影响已超出了篮球运动本身。”

确实，CBA能够成为国内第一个

复赛的顶级体育赛事，除了赛会制、
空场比赛、全封闭管理以及严密的防

控防疫举措都是前所未有之外，相关
各方也为此做出了不少牺牲，例如女

篮联赛就被取消。“确实大家会觉得
对女篮有些不太公平，而且她们的成

绩非常不错，但这里面牵扯到很多现
实操作的问题。我们没有更多精力同

时铺开多个赛事，有时候必须从中做
出一些取舍。”姚明解释说，WCBA确

实是为 CBA让路了，“我们必须要用
CBA的恢复来验证制定的计划是否

正确，等 CBA赛季到了一定阶段，才
可以去考虑其他联赛。从时间窗口上

来说，CBA从 6月 20日开始，我们至
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确认计划是

可执行的，但 WCBA如果从 7月 20

日恢复，会和整个国际篮联的比赛窗

口期撞车，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取舍。”
为了成功复赛，不少球队也做出

牺牲。北京最近疫情有新变化，为了
不影响比赛，两支北京球队前往赛区

的时间就紧急提前。

无论如何，CBA成功复赛了，

这件事所传递出的不屈不挠、激昂
向上的体育精神，足以让所有为此

付出的人都觉得值得。
特派记者 李元春
（本报青岛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