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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世界杯大热倒灶事出有因

一切仅仅是看上去很美
高开低走 伤病困扰抵消主场之利

作为教练，李楠只能算是“菜鸟”级别。

在家门口举办的男篮世界
杯，结果中国男篮一败涂地。 不仅
小组赛未能出线， 而且连直通东
京奥运的门票也拱手相让给了伊
朗。 要参加东京奥运会，中国男篮
只有打奥运会落选赛了， 但奥运
会落选赛强手林立， 中国男篮从
落选赛中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的几
率无限接近于零。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奥运
会男篮参赛资格将在2023年世界
杯中产生， 届时澳洲将与亚洲合
并成亚太区， 成绩最好的两支球
队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这也
就意味着，尽管多了一个名额，但
中国男篮在抢夺奥运入场券的时
候将面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
支更为强大的对手。 换而言之，中
国男篮很有可能连续错过2020和
2024两届奥运会。
专题 撰 文 信 息 时 报记 者 冯 爱军

今年世界杯抽签结果出来之
后， 舆论一致认为中国男篮抽到了
上上签。 的确，中国男篮当时不可能
抽到更好的分组了， 一种奇怪的论
调是，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篮小组
出线已经不在话下了。
没错， 去年在雅加达奥运年会
上，中国男篮所向披靡，亚洲一哥地
位不可撼动。 但这就可以忘了两年
前的里约奥运， 中国男篮是如何铩
羽而归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男
篮小组赛对手里并没有亚洲球 队 。
中国男篮能否出线， 本就不应该以
对阵亚洲球队时的表现来判定； 而
是应该看中国男篮与欧洲、 美洲和
非洲球队比赛时的表现。 里约奥运

会上中国男篮输得找不着北， 备战
世界杯期 间 、 特 别是 打 NBA 夏 季
联赛时也不见得有突飞猛进的表
现， 为什么大家就这么看好中国男
篮呢？
因为主场之利。 是的，中国男篮
的比赛条件是其它球队所不能比
的。 有这样一组数据，这次为12名国
家队队员保驾护航的团队人数多达
21人， 除了主帅李楠和领队匡鲁彬，
中国男篮有4名助理教练、3名体能和
康复训练师、3名队医、3名录像分析
师、2名翻译，新闻官、球队管理、装备
管理、科研人员各设1人。
没错， 中国篮协已经为中国男
篮创造了尽善尽美的比 赛 环 境；但

不能掩盖的是，中国男篮的参赛阵容
并不完美。 中国男篮最好的两位锋
线球员丁彦雨航和周鹏先后因伤退
出，本来就不强的锋线实实在在地成
为了软肋。 不仅如此，连原本小前锋
的第3人选翟晓川在世界杯期间也是
带伤上阵。 同样带伤上阵的还有易
建联，他联赛期间的严重崴脚，整个
夏训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康复治
疗。
虽然翟晓川和易建联在世界杯
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影响是
确确实实存在的。伤了4名主力，然后
主帅李楠还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帅，主
场之利真的可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
了。

姚明揽责 中国篮球“病”得不轻
李楠该不该骂？ 周琦该不该骂？
打成这样，能不骂吗？ 而且该骂的不
仅是这两人。
5场比赛结束， 中国男篮的罚球
命中率只有64.8%， 排在所有32支球
队的倒数第二位；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26.2%，排名第29位。9月4日上午，中国
男篮在五棵松备战小组赛最后一个
对手委内瑞拉队。 训练结束前，李楠
曾将12名队员分成两
队， 进行20分的罚球
练习，两队的
罚球都能保
持 在 16 到 18
分。但临近练
习结束，受到
外界的干扰
后，中国男篮
最后几个罚
球往往也因
此罚丢。

都打到国家队层面了，连罚球这
样的基本功都没有解决好，实在是让
人绝望。 但话说回来，基本功应该是
在青少年阶段就解决的问题，但到了
国家队都还没有解决，那是否就明白
着中国男篮的问题是出在根基不稳
呢？
布伦丹·温特斯是美国篮坛的名
门之后，他爸爸是布莱恩·温特斯，老
温特斯进过两次全明星，如今32号球
衣被雄鹿退役了。 乔丹曾赞誉老温特
斯是史上最好的纯射手，认为他的投
篮姿势当世最美。 小温特斯大学时在
戴维森打球，是库里的学长；自己在
美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和希腊也打
过篮球，现在搞篮球青训。
2016年，小温特斯被请到杭州和
上海搞了三周的篮球训练营，回去写
了篇英文博客， 聊中国青少年篮球。
所谓旁观者清，他眼中的中国篮球是
怎样的呢？

他赞美中国篮球是：大家都很爱
篮球，打球超级拼命。 真好。 他认为不
那么好的部分是：中国篮球缺少基层
的可靠教练，缺少室内球馆和力量训
练。 结果就是对抗、投篮和传球这些
基本功都有问题。 他认为比较糟糕的
部分是：因为基本功有问题，所以虽
然打得很努力， 但篮球智商普遍不
高，场上节奏感差，不聪明，运 球 太
多；中国球员许多似乎过于在意打个
漂亮球， 不认真磨炼对抗和基本功；
街头篮球则打得极为粗野，犯规很随
意。
无缘16强后，姚明总结说：
“这次
比赛对于我们， 应该说睁眼看世界，
世界水平与我们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
必须要坚定、努力地把篮球体系梳理
好，包括从职业联赛、教练员培训，到
青少年、体教结合等等，抱着坚定的
决心走下去， 任何事都不能半途而
废。 ”

灵魂拷问 你会为中国篮球“充值”吗？
中国 男 篮 惨败之后 ，许
多人都尝试回答该如何拯救
中国男篮。 记者有一位朋友
叫李立，曾经是宏远队的翻译，他
目前从事IT行业， 但是对篮球还
是痴心不改。 他用
“
厂内怪胎李师傅”
的名号在微信平台上写作，中国男篮
输给委内瑞拉的那个晚上，他写了一
篇
“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 ”
的文章，里边的观点颇有意思。
李立在文中写到，每个国家的人
口的竞技体育水平大致都符合正太
分布，而职业竞技体育运动员，可以
说是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最高
的人口，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正太分布
的
“
优异区”，即正太分布最右端的部
分。

而稍微学过点统计学的人就会
知道， 提高总量来提高优异数是个
低效率的笨办法， 是用战略上的勤
奋补全能力的不足， 祈求在大样本
量中“找”出几个天生就比较好的苗
子， 然后再祈求好的苗子它能够自
然地生根发芽， 这无疑是种行为艺
术。
从数学的逻辑来讲， 提升优异
数最佳的手段是提高均值。 放在篮
球运动上， 直白点说就是提升全国
篮球人口的平均水平。 这样既高效
也不冒险，不过有一点困难，就是要
这里面所有的人都进步 一 点 点，没
错，是所有的人。 这听起来很像一句
口号，但事实的确如此。
的确，现在我们篮球人口的“基

数”是增加了，但篮球人口的真实篮
球竞技水平呢？ 李立指出，在一次大
样本的问卷访问调查中， 参加篮球
培训班的家长， 默许自己孩子未来
有可能从事职业体育的比例是0.5%。
而与收费性篮球场消费相关性最高
的商品品类是酒精， 这些数据从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篮球人口在竞
技层面的“不专业”。 现在中国篮球
的困境是真正愿意为推进中国篮球
竞技水平而“充值” 的篮球人口不
足。
如果大多数人都对竞技体育持
只评论不践行的态度， 打开电视满
心期望， 关上电视后事不关己。 那
么， 中国篮球在竞技层面依旧没有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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