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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冠军施廷懋（中）、亚军陈艺文（左）、季军林珊
在颁奖仪式上。当日，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跳水测
试赛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重庆队选手施廷懋以397.00分夺
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中国女篮东京奥运会18人
集训名单出炉

10个数字里的CBA全明星历史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3月15日，南京队球员杨皓喆（前右）与山
西队球员张涵钧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2020-2021赛季CBA第三阶段第
46轮比赛中，南京同曦宙光队90∶108不敌山西
汾酒股份队。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3月14日，浙江队球员赵岩昊（右）在青岛队
球员邵英伦的防守下上篮。当日，在CBA第三阶
段第46轮比赛中，浙江广厦控股队109∶115不敌
青岛每日优鲜队。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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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篮球教练杨鸣、国手周琦、郭艾伦
和足球名宿范志毅做客综艺节目“吐槽大
会”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中国男篮折戟
2019 年世界杯的“伤疤”成为博取众人一笑
的猛料。几位篮球人的“自嘲精神”也是一
种选择，但在自嘲之后千万别忘了自省。

周琦在世界杯中波之战关键时刻的界
外球失误、郭艾伦关键场次只得 1分的表现
成了为节目撑场的重要“槽点”，两人面对足
球人范志毅，杨鸣以及其他嘉宾的“吐槽”送
上配合的微笑。这样的场面起初着实引人
发笑，但看完之后很可能会刺痛篮球爱好者
的心。

竞技体育有输有赢，失败是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直面失败是每个优秀运动员通往胜
利的必由之路。敢于面对甚至欢迎别人来
嘲弄自己的失败，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理承
受能力。如果周琦和郭艾伦把这次节目当
作对自己的一次磨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激励自己知耻后勇，那会让人心服口服。
然而，如果他们的“配合出演”是冲着流量甚
至商业利益，则又另当别论了。

周琦、郭艾伦和杨鸣也许并不觉得自己
在节目中代表了中国男篮或者中国篮球，也
许在他们看来上“吐槽大会”只是个人选
择。但是，节目制作者显然把中国足球和中
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了提高收视率的绝妙
配方，三位篮球人在实际上不自觉地成了中
国篮球尴尬的代表。

体育英雄不一定是常胜将军，但不可缺
少的是对项目的尊重和热爱。集体项目的
体育明星既是有着个人意志和商业诉求的
个体，也是代表团队形象的重要一员，还是
从事这个项目的年轻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应爱惜羽毛、谨
言慎行。我们鼓励运动员更多地接触社会，多参与社会活
动，对言语有误也要抱一定的宽容之心，但前提是球员要有
正确的价值观、礼貌礼仪和道德操守。

中国篮球与中国足球不应“菜鸡互啄”，而应相互激励。
在杨鸣的发言中提到了女排精神，但也许他并未完全理解女
排精神和体育精神的真义。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愈挫愈勇、
永不言败的精神与性别无关，它的背后是对自己从事项目的
热爱和尊重。如果没有热爱和尊重，自嘲就有可能变成对职
业的嘲弄，对尊严的漠视。

“吐槽大会”节目的初衷或许是博人一乐，然而周琦、郭
艾伦和杨鸣不应一笑而过，而应勇于自省、知耻后勇。对于
中国篮球的从业者而言，暂时成为人们的笑料既是坏事，也
是契机。中国男篮需要培养更多实力、作风过硬的年轻球
员，也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更需要进一步在青少年中扩大普
及、夯实基础，总有一天他们会撑起中国篮球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2021年CBA全明星周末将于3月20
日至 21日在青岛举行，这将是自 1996年
创办以来的第25届CBA全明星周末。

自CBA全明星周末创立以来，这项
篮球嘉年华为球迷奉献了无数经典时
刻：2000年的扣篮大赛，王治郅自罚球线
内起跳滑翔扣篮，成为首位“国产”扣篮
大赛冠军；2016年全明星周末中，山东队
外援迈克尔·比斯利一人拿下63分、19个
篮板、13次助攻，成就了全明星周末首个

“三双”纪录……下面，我们通过 10个数
字来回顾一下CBA全明星历史。

3届MVP
在 2000年、2008年和 2009年的CBA

全明星周末中，王治郅均被评为当届全明
星赛事MVP，是目前获得全明星赛事MVP
次数最多的球员。同时，他还成为CBA全
明星赛事中首位蝉联MVP的球员。

6届票王
这个纪录依然属于王治郅。在 1999

年、2000 年、2007 年、2008 年、2011 年及
2012年的CBA全明星球员投票活动中，
王治郅6度成为CBA全明星周末票王。

10次入选全明星首发

在CBA全明星周末历史上入选首发
次数最多的球员，是来自广东的易建
联。在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7 年、2018 年、
2019年和 2020年的全明星周末，易建联
均入选首发阵容。

4人同队首发

在已举办的CBA全明星周末中，一
共出现了 2 次 4 位首发队员来自同一队
伍的现象：2007 年南方队王仕鹏、朱芳
雨、杜锋、易建联均来自广东，2008年南
方队刘晓宇、王仕鹏、朱芳雨、杜锋同样
来自广东。

而在 2021 年全明星赛上，将会首次
出现南、北方球队首发球员均有4人来自

同一球队的现象。今年的首发阵容中，
南方队的胡明轩、赵睿、周鹏、任骏飞均
来自广东，而北方队的郭艾伦、赵继伟、
张镇麟、韩德君则均来自辽宁。

22.93秒

2006年CBA全明星周末开始增设技
巧挑战赛这一环节。在2008年的技巧挑
战赛上，韩硕以 22.93 秒的成绩完成挑
战，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25分

1997年CBA全明星周末开始设立三
分球挑战环节。在2005年的三分球大战
中，朱芳雨以25分夺冠，这一纪录保持至今。

63分
在 2016 年全明星周末上，外援迈克

尔·比斯利全场轰下63分，刷新了他个人
在 2015 年全明星周末保持的最高得分
（59分），成为CBA全明星周末历史上得

分最高球员。

172分
仍然是在 2016 年全明星周末上，北

方队四节比赛轰下 172 分，创造了 CBA
全明星周末单队得分纪录。

333分

在2020年全明星周末上，南方队以167∶
166战胜北方队，本场比赛双方总得分
333分，成为CBA全明星历史上两队联手
奉献的最高得分纪录。

835263票

在2015年全明星周末球员的网络投
票活动中，共有2676854名网友参与了网
络 投 票 ，易 建 联 在 票 选 活 动 中 得 到
835263票。他在成为当届CBA全明星周
末票王同时，也成为截至目前网络投票
中球员得票最高纪录保持者。

（据新华社青岛电）

一所小学的“三点半”突围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李尚宸的妈妈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接
儿子了。下午 5点 20分，母子俩到校门口
旁的烧饼店包圆了最后的生煎包，手牵手
回家。

这是昆明市盘龙小学尝试解决“三点
半难题”的第二个学期。变化正跳动在与
这所公立小学相关的每根神经上。

三点半的尴尬
时间回到两年前。“那时，每天接孩子

放学让我很有负疚感，因为需要早退。”李
尚宸妈妈坦言，自己和老公在医院上班，为
接孩子，两人要轮换着请假，不仅同事不
满，也影响了事业发展。“老人不在身边，自
己也想过当全职太太，但条件不允许，老公
压力大。”

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困扰。三点半，
孩子放学。五点后，才能下班。谁接？谁
管？这一尴尬的时间差，成为许多家庭需
要过的坎。

盘龙小学校长高辉曾做过调研，双职
工家庭一般就两个选择：老人接或校外托
管机构接。前者无法保持常态，且老人的
育儿理念与家长有别。后者有安全和食品
卫生隐患，不菲的收费也增加了家庭开
支。“那时三点半放学，举着托管班牌子的
年轻人和白发老人一起挤在校门口，成了
一道风景。”高辉说。

但如果让孩子在班里等家长，学校也
难。老师白天很早到校，中午得照顾学生
吃饭，放学要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量已近
饱和，如果三点半后还要义务看管，弦会绷
太紧。

虽然教育部门一直在提倡解决三点半
问题，但有效且可复制的经验并不多。盘
龙小学主校区1600多名学生中，半数家长
都希望解决这一问题。

需求旺盛，却无从下手。直到一件事
刺痛了高辉。

眼镜的刺激
2020 年因为疫情，学校停课了两个

月。复课后，高辉发现“小眼镜”明显多
了。她在这所小学工作了32年，最不希望
看到的就是孩子像她一样戴眼镜。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辉发现，但凡有体
育特长的学生视力都好，像足球队的鲍钦
湛、啦啦操队的王鋆兮，视力都是 5.2。在
咨询了眼科医生后，高辉有点吃惊，原来我
国青少年近视人数已超 1亿，而且大学几
十个专业都不收“小眼镜”。医生告诉她，
预防近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每天户
外运动一到两小时。

“体育课的时间达不到，就用三点半课
堂补！”高辉突然开窍。

但很快，后续问题出现：如果以教体育

技能为主，把社会力量引入校园，如何把
关？家长能接受的费用是多少？运动伤害
数量增多怎么办？太多问题暂时无解，但
想到孩子鼻梁上的眼镜，高辉心一横，先干
再说。

她给每个班配置了可升降桌椅，把所
有教室换成了护眼灯，要求留体育家庭作
业和假期作业，比如跳绳需由家长计数填
表，班级每月一赛。

在相关部门帮助下，高辉把云南省学
生体育协会作为第三方引入校园，“他们是
有备案的社团，也是教育部门评估认可的
机构，下辖很多委员会，教练专业。在费用
上，体协与家长结算，我们老师的加班费则
由区政府买单。”

为了给体育老师撑腰，也为了降低运
动伤害风险，高辉开始编织一张“提前防、
制度管、有预案、保险全”的网。2020年10
月 9日，盘龙小学的“三点半课堂”正式开
课。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的
话让高辉很有共鸣，“好的教育就应该是
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
者和优雅生活者。这就是一个校长的使
命。”

“一个健壮的体魄，一双明亮的眼睛，
一个终身运动的自觉习惯，是我想送给小
学阶段孩子们的礼物。”高辉说。

皆大欢喜

下午 3点 30，下课铃响。孩子们背着
书包奔向另一个“课堂”。

“足球、田径、跆拳道在操场；跳绳、篮
球在2号楼背后；啦啦操在音乐教室……”
大队辅导员彭丽娜在楼梯口喊。

盘龙小学地处市中心路段，操场只有
四个篮球场大，每栋教学楼后的空间或被
改成50米跑道，或被建成迷你篮球场。“我
们在努力让每个角落都有运动条件，尽量

‘地尽其用’。”高辉说。
下午4点的昆明，阳光柔暖，孩子们开

始做准备活动。每个班都由学校体育老师
和体协教练负责。“我们了解孩子，教练擅
长专项，大家优势互补、教学相长。”体育老
师杞春财说。他的搭档蔡娟是昆明学院跳
绳专业大三学生：“我毕业后也会是体育老
师，能提前进入角色，很棒。”

5点20，校门口已有父母等候。“让孩子
出出汗挺好。云南省中考体育已经是 100
分了，而且从初一开考，不从小学打基础怎
么行？”家长杨云淇说。“校外一堂钢琴课要
180元，学校三点半课堂才25元，还有两位
教练的‘双保险’，我很放心。”家长王筝说。

“最主要的是，我能准点下班接孩子
了。”李尚宸妈妈说。

（新华社昆明3月1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记者李博闻、苏斌）
中国女篮国家队 15 日公布
了一份 18 人东京奥运会集
训大名单，许利民为主教
练，邵婷、韩旭、李月汝等
球员领衔。

具体名单如下：李一凡、

潘臻琦（北京）、李梦（辽宁）、
武桐桐（山西）、李缘、王思
雨、孙梦然、杨衡瑜（山东）、
王佳琦（浙江）、张茹（河南）、
王雪朦（湖南）、邵婷（四川）、
黄思静、杨力维、李月汝（广
东）、韩旭（新疆）、唐子婷、刘
禹彤（北师大）。

3月14日，国际米兰队球员马丁内斯（左）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2020-2021赛季意甲联赛第27轮比赛中，国际

米兰队客场以2∶1战胜都灵队。 新华社/美联

3月14日，阿森纳队球员厄德高庆祝进球。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英超联赛第28轮比赛中，托特

纳姆热刺队客场以1∶2不敌阿森纳队。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