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经验无成绩

无人展现接班潜质

李娜退役后， 彭帅在今年法网因伤

退赛，目前正等待已经预约的手术，与李

娜、 彭帅一批的郑洁只报名参加温网双

打，实际上这届温网女单是“老金花”首

次集体缺席后“小金花”们的汇报表演。

中国出战的阵容相当庞大， 总共10人参

赛，7人参加资格赛，郑赛赛、王蔷和朱琳

三人因世界排名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但

资格赛中国小花们表现一般， 只有徐一

幡和段莹莹从资格赛中突围。

这五人正赛阵容相比往年更加年

轻，但首轮后，除了段莹莹爆冷战胜去年

温网亚军布沙尔，其他四人全军覆没。郑

赛赛和徐一幡分别对阵前世界第一沃兹

尼亚奇和伊万诺维奇， 经验和实力都有

明显差距，落败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朱琳

和王蔷面对的都是同为资格赛选拔出来

的选手，并没有完全体现实力。

更为尴尬的是，这些“中国小花”虽

然已经征战赛场好几年， 但还不知草地

滋味。获得正赛资格的5名选手此前从来

没有在温网参加单打正赛的经验， 王蔷

就说：“从未打过真的草场， 都不知道是

什么感觉。”经验欠缺、对草场大满贯不

适应也影响着她们的发挥， 徐一幡赛后

表示：“整场比赛都处于紧张的情绪中，

只发挥出三成水准。”

过去10年，以李娜、郑洁、彭帅等为

代表的“老金花”参加大满贯赛事不断

取得突破，在女双、女单均不止一次捧得

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曾达到第二，让中国

女网得以在这项主流的世界职业运动中

立足。 如今中国小花大满贯的最好成绩

还只是正赛首轮胜利， 而且这是去年在

美网才取得的突破，截至6月29日世界排

名最高是郑赛赛的第66位， 她们中还没

有一人展现出接班的潜质。

条件环境变好

“小花”欠缺坚韧品格

相比李娜、 郑洁、 晏紫等所处的时

期， 其实现在中国女网小花们的条件环

境更好，李娜、郑洁等在多个场合接受采

访时都表达了羡慕之情。因为“老金花”

在职业赛场的突出成绩， 中国网球市场

迎来了飞跃发展， 截至2014年WTA在中

国设置的赛事已有7站，其中既有低级别

赛事，也有中网这样的明珠皇冠赛事，几

乎形成了“中国赛季”。小花们参加国际

赛事的机会相比前辈增加很多， 她们有

更多获取经验值的机会， 但目前来看她

们并不像“老金花”取得长足的进步。

在圈内人士看来， 中国网球商业化

发展是好事， 但由此也可能带来急功近

利的负面影响。 四川省网球管理中心主

任林宇昨日表示， 商业模式 “催熟”小

花，“但她们在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吃苦、

坚韧奋斗的品格方面，比李娜、郑洁她们

这一批老队员要差一些。”郑洁、李娜等

过去参加国际赛事可以看做是认可和奖

励， 她们为此奋斗， 珍惜来之不易的机

会。但现在参赛机会增多，难度降低，小

金花们对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没有那么

珍惜。 曾有体制内的教练就批评过现在

的球员，存在“输了这次还有下一次”的

心态，显然这会让年轻运动员安于现状，

没有那么积极进取。

李娜的恩师卡洛斯所在的北京匠心

之轮网球学校董事长丁叮昨日也谈到功

利心态对年轻选手发展的不理影响，“现

在有几个年轻选手还不错，也有潜力，但

还处于成长阶段， 我注意到一些家长就

有了不好的心态， 认为我的孩子来学习

就可以获得免学费、甚至赚钱的机会，殊

不知网球是个系统训练工程， 你都还没

有走上世界的顶尖水平，就想着像李娜、

郑洁那样去赚钱了， 这实际上是为了眼

前利益牺牲了孩子的发展前景。”

训练掣肘

一定程度阻碍进步

世界顶尖的网球选手都非常注重团

队的专业和质量，团队中高水平的教练、

体能师、康复师甚至陪练缺一不可。不少

排名世界前10的选手有时候在一个赛季

结束都可能更换教练， 为的是达到更高

的水平。 但目前中国小花们的训练水平

和方式还不是那么突出。 一个体制外的

网球教练曾表示， 体制内的训练对年轻

运动员基本功训练有帮助， 但体制内教

练资源有限， 年轻球员的技术没有专人

去细化和巩固。 这位教练举了个例子，

“比如斜线，国内的教练可能就是告诉你

斜线应该用什么动作怎么打， 但是国外

教练就会细化到斜线在什么位置， 用什

么力度，打到什么点，固定下来某一特定

线路后， 年轻球员就会被要求无数次地

重复这样的训练， 直到她们完全掌握这

条特定线路的打法。”这位教练说，国外

打基础的教练水平未必就比国内的教练

高，但他们每一个细节都抠得很细。

目前这批小花中， 有的人用的是外

教， 但丁叮表示也不见得一个外教就真

的能带来技术的大幅进步，“还是要强调

整个系统训练的专业性， 是一个团队的

运作， 而不是某个教练一个人的事情。”

而聘请高水平教练团队， 需要不小的资

金。 没有单飞的年轻选手不少是挂靠在

地方队或俱乐部， 地方队提供比赛经费

等支持， 但还不能完全承担聘请高水平

团队的费用。而选择单飞的选手，比如张

帅， 是郑洁等四人之后中国第五位单飞

的球员， 但目前还没有连续打出出色的

成绩， 个人的比赛奖金收入并不能支撑

团队的高费用。所以一段时间内，张帅得

拼命打比赛挣奖金，小伤不一定敢歇，疲

劳参赛也可能导致伤病恶性循环。 丁叮

说， 在她接触的中国年轻球员中也存在

天赋与经济条件的矛盾现象，“我看不少

经济条件好的球员其实潜力不怎么样，

潜力大的经济条件又不是那么好， 但网

球的确是一个需要投入的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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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星球员”

本周六进行终极评选

成都商报和成都市足协联合举办

的大型校园足球评选活动 “刺探成都

星”的最后一项———“十星球员”评选

投票活动于昨日零时正式结束。 接下

来，“十星球员” 评选将进入到终极评

选·现场选拔的阶段，7月4日（本周六）

9:30-11:30， 五个组别得票前20位的球

员将在成都足球公园进行最终的选拔。

按照此前公布的“十星球员”评选

规则， 五个组别共100名进入终极评选

的球员，将按照各自所在的组别，每个

组别分为两支球队进行比赛。根据市足

协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小学组甲、乙、

丙、丁四个组别将分别进行上下半场各

10分钟的五人制比赛；初中组别则是上

下半场各20分钟的七人制比赛。 届时，

每名入围终极评选的球员都将获得上

场机会。成都市足协将派出多名优秀青

少年教练在比赛中指导和观战，他们将

根据成都市足协制定的10项选拔标准，

并结合球员们在场上的实际表现，为每

名球员打分。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选拔地点：武侯区锦城大道美洲时

尚体育中心内

(

新园大道口

)

的成都足

球公园；

选拔时间：

7

月

4

日

9:30-11:30

（签到

时间：甲组

9:00

，其他组

9:25

）；

特别提醒： 为保证活动的公平公

正，请届时参加终极选拔的各位家长带

好球员的身份证或户口簿，我们将逐一

对球员的身份进行核实，若无身份证或

户口薄，将被取消评选资格。

6月8日，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

站在成都商报客户端启动了海选报名，

目前报名阶段已经进入倒计时，7月3日

将是海选报名的最后一天。 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400位孩子报名

并缴费成功， 另外还有不少的家长虽然

在成都商报APP上完成了报名， 但一直

没有缴纳50元的海选报名费用。 活动组

织方再次提醒大家： 只有完成了在成都

商报客户端上报名以及在支付宝上缴费

这两道程序， 您的孩子才能成功报名取

得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站的海选

资格。 如果不希望您的孩子错过这难得

的在家门口体验世界顶级青训系统的宝

贵机会， 请抓紧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程

序。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站全程只

收取每位报名者50元的费用， 用于为报

名球员购买保险、 教练员指导费以及物

料费用等，在正式开营后，通过海选的球

员将免收一切费用。

7月3日海选报名结束后， 活动组织

方将立刻进入到紧张的海选工作中，7月

13日海选活动将正式拉开。与此同时，从

西班牙也传来了重大利好———巴萨传奇

球星、 世界杯和欧洲杯双料冠军得主哈

维亲自参与研发的 “训练神器”Tocball

将在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站投入

使用！ 这也是Tocball在全球范围中的首

次亮相。上个赛季，35岁的哈维依然创造

了传球准确率92%的纪录， 为什么他的

传球如此精确？ 在官方推出的一部名为

“Tocball的故事” 的短片中， 哈维说：

“我一直在改善所有技术方面， 特别是

控球和传球， 我认为这是足球最重要的

东西。”

为了帮助年轻球员更好地学习控球

和传球， 哈维通过总结自己职业生涯的

技术特点而参与研发了高科技传球训练

装置Tocball，“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足

球训练装置， 它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培

养和提高球员的技术。”哈维说。在这部

官方短片中 ，Tocball露 出了 它的真

容———造型有点像是一个可以弯曲的台

灯，但最前端不是灯罩，而是一个足球。

球员在训练时可以用双脚的任何部位拨

动它，使其向任意方向进行旋转，从而提

高控球和传球的球感、 技术， 哈维说：

“我认为年轻球员会觉得它非常有趣，

这个装置可以提高他们的传球和控球技

术！”

当7月27日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

都站正式开营时，Tocball将正式亮相成

都，让120名成都足球小将们成为全球首

批亲自体验这款神器的幸运儿！ 是不是

很心动呢？ 请没有报名和缴费的朋友抓

紧时间， 不要让孩子错过了这千载难逢

的机会！

报名缴费方式：

海选报名平台为成都商报客户端，请

在苹果商店和安智市场搜索 “成都商报”

后下载，或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成功后

打开客户端进入活动频道， 点开相关文

章，文章后面有个“戳我报名”的按钮，点

击进入报名通道后按要求进行报名。

报名成功后，请将

50

元海选报名费用

通过支付宝转账至本次活动收款账号：

18602831076

。（在支付宝“转账”选项中选

择点击“转到支付宝账户”，然后在“对方

账 号 ” 中 输 入

18602831076

）， 请

在支付宝转账页面

的“捎句话”中输入

报名小球员的姓名

以及家长电话 ，以

便活动组织方确认

支付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梅西再创纪录

阿根廷挺进美洲杯决赛

昨日上午， 美洲杯第二场半决

赛进行， 结果阿根廷6比1大胜巴拉

圭，强势挺进决赛，他们将与东道主

智利争夺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也

是梅西职业生涯中的第400场胜利，

他用了584场比赛完成了这个纪录，

其中为阿根廷取得61胜， 为巴萨取

得339胜。虽然在这场自己里程碑式

的比赛中没有取得进球， 但梅西送

出了三次助攻， 也成为美洲杯历史

上第一位在半决赛送出三次助攻的

球员， 这让梅西当选为本场比赛最

佳，也是他在本届美洲杯5场比赛中

取得的第4次全场最佳。迪马利亚梅

开二度，帕斯托雷、罗霍、阿圭罗和

替补上场的伊瓜因各进1球，前恒大

外援巴里奥斯则为巴拉圭扳回1球。

阿根廷主帅马蒂诺在赛后表

示， 自己一点都不担心梅西在场上

不进球：“他不需要成为球队的射

手才会感到幸福， 他对球队的状态

和需求很清楚。” 而梅西自己也表

示，只要全队赢球，自己进不进球都

无所谓，“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在决

赛进球。”在谈到与智利的决赛时，

梅西表示：“我们梦想着夺冠，欲望

非常强烈。 但对手也是非常好的队

伍， 我们两支队伍特点都是追求漂

亮足球、不让对手拿到球。”马蒂诺

则认为， 阿根廷在决赛将面对东道

主， 所以必须尽全力才有可能赢得

比赛。

又讯

四川鑫达海俱乐部传来

消息， 主帅张伟哲昨日向俱乐部递

交了辞职报告。7月3日鑫达海将在

中乙联赛中客场挑战安徽力天。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NBA中国官网全新亮相

昨日，腾讯与NBA签署的为期

五年的合作伙伴协议正式生效，

NBA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国际数字

媒体合作由此启动， 腾讯将通过其

多个平台，为球迷带来NBA赛事直

播以及NBA精彩内容。 同时，NBA

中国官方网站也同步在腾讯平台亮

相。

NBA中国官方网站是大中华

地区访问量最大的NBA中文官方

网站，报道范围囊括选秀大会、夏季

联赛、季前赛、常规赛、全明星周末、

季后赛及总决赛，向用户提供NBA

比赛视频直播、每日比赛集锦、单项

最佳、 月周日十佳球等精彩视频节

目，以及比赛实时战报、赛后评论、

球员特写、 每日数据等最新图文资

讯。此次在腾讯平台上线的NBA中

国官方网站不仅包括PC端，还包括

移动端的NBA中国官网手机适配

版。作为NBA在中国的惟一官方网

站，NBA各项活动、30支球队官方

资讯以及各类授权产品的发布都将

通过NBA中国官方网站完成。新赛

季开打后，NBA中国官方网站还将

上线“NBA/stats”栏目，为用户提

供“NBA历史数据”、“球员查询”

等多项高级数据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站海选报名明日截止

哈维“训练神器”将在成都亮相

WTA超级精英赛

年底激战珠海

近日， 由李娜出任全球形象大

使的2015珠海WTA超级精英赛正

式宣布开始售票。该项赛事是WTA

为中国珠海量身定制的一项全新赛

事， 将于11月2日至11月8日在珠海

横琴首次举办，赛事总奖金高达215

万美元。届时，将有WTA年终世界

排名9－19位的单打选手强制参赛，

为球迷奉献中国惟一的精英赛事。

对于这项全新赛事的精彩程

度， 李娜分析:“目前国际女子职业

网球除了小威一枝独秀， 前20名选

手差距其实不大，水平非常接近，届

时比赛将会场场精彩。” 组委会介

绍称，考虑到市场各方面情况，首届

珠海WTA超级精英赛推出的票价

销售体系堪称“最具市场竞争力”，

以小组赛为例， 最低的学生票仅为

75元；此外还特设轮椅票，方便残疾

人群来现场观赛。即日起，球迷可通

过赛事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整理

扫码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

10人参赛仅1人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

“金花”凋零“小花”未开

中国女网为何青黄不接

昨天， 赛季惟一的草地大满

贯2015年温网结束了女单首轮

的全部争夺， 从资格赛突围的段

莹莹爆冷击败去年温网亚军布沙

尔晋级第二轮。 但段莹莹的突破

无法掩盖“中国小花”集体迷失

的现象， 这是中国网球10多年来

第一次出现李娜、 郑洁、 彭帅等

“老金花”全部缺席的温网女单，

中国共有10人参赛，其中7人角逐

资格赛，但只有一人晋级第二轮。

后李娜时代“中国小花”接班为

何如此困难？昨天，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了一些圈内人士， 剖析个中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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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

郑赛赛

WTA

排名

66

王蔷

WTA

排名

110

朱琳

WTA

排名

116

�

张帅

WTA

排名

194

王雅繁

WTA

排名

129

段莹莹是中国小花中惟一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的选手

哈维亲自参与研发的“训练神器”

Toc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