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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至4日，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绿
茵场上欢声雷动。由来自全国各地的500
余名校友组成的24支足球队，在这里以球
会友，为母校办学100周年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尹晓军摄

母校办学百年
校友球赛助兴

2021年省足协杯比赛拉开序幕

5月1日，广东东莞大益队球员胡明轩（前右二）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后与队友
易建联（左三）拥抱庆祝。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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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是属于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曾
经的青年们和“正是青春好年华”的年轻人们，
都在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庆祝青年节。如何致
敬青春？答案多种多样。但请不要忽略了一
个很有意义的选择，那就是以运动致敬青春，
以运动致敬美好年华！

这天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
京奥运会选拔赛上，多名小将掀起“青春风
暴”，创造新的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同样
在青岛，四万多人齐聚五四广场，参加青岛马
拉松赛，用奔跑的脚步丈量青春的广度。他们
是以运动致敬青春最好的践行者。

以运动致青春，因为健康的体魄是一切工
作的先决条件。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
但每一代青年要实现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首
要条件就是要有健康的体魄。

今日之青年，不仅是建设祖国的主力军，
也正在成为健身运动的主力军。近年来，随着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各地积极打造
15分钟健身圈，“全民跑马”成为热词……运动
正深度融入国人生活，成为很多人不可或缺的
生活方式。

以运动致青春，需要“积跬步”的坚持和恒
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无论是“体育强国”
还是“健康中国”的目标，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
积累与坚持。在运动场上，一代代青年刻苦训
练、努力奋斗，让国旗一次次飘扬，国歌一次次
奏响；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经营者们常
年的深耕细作；体育运动的推广普及，离不开
基层体育工作者的多年坚持付出。

以运动致青春，在于体育精神对青年人格
的影响与塑造。肯吃苦、能坚持、不服输、坚韧
不拔、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说起体育精神，
这些词汇往往一股脑地涌现出来，在很多人的工作与生活中
起到积极影响。

青年人，以运动致青春吧！运动场上的矫健身姿，是最
好的“凹造型”方式；汗水打湿的面庞，才是青春应有的样
子。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4日电）

5月 4日，曼城队球员马赫雷斯（中）在比赛中进球。当
日，在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中，曼城队
主场以2∶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队，从而以两回合4∶1的总比分
淘汰对手，历史上首次进入欧冠决赛。 新华社/路透

史上最长季，不负所爱时
——2020-2021赛季CBA总决赛综述

新华社记者

如同上赛季翻版，广东队与辽宁队又
一次在中国男篮职业联赛（CBA）总决赛
的舞台上战满三场，广东队将夺冠次数纪
录扩大到 11次。这是CBA首个完整的赛
会制赛季，56 轮、504 场常规赛创下新纪
录。如同赛季口号“不负所爱”，参与各方
竭尽所能，在特殊时期共同呈现出了一个
不平凡的赛季。

“2.0版”粤辽对决
时针拨回到 2020年 8月 15日，上赛季

CBA总决赛第三场，广东队核心易建联在
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赛后被确认为跟腱
断裂。尽管广东队成就十冠王，不少人都
清楚，接下来的赛季他们将面临何种处境。

赛季揭幕战广东队以 25 分差距大败
给浙江队，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但常规
赛结束时广东队交出的是联盟第一的 46
胜 6 负，后卫赵睿、胡明轩和徐杰继续提
升，周鹏、威姆斯与任骏飞组成的锋线在攻
防两端都给对手制造了很大威胁，内线老
将苏伟和近几年进步明显的曾繁日都体现
出了数据之外的价值。

主教练杜锋在一些场次使用的“五上
五下”换人策略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足以
说明广东队的阵容厚度，另一方面在漫长
赛季里能够最大限度保证队员体能，同时
维持着第二阵容的攻击力。

广东队在常规赛尾声再遇打击，头号得
分手马尚·布鲁克斯因跟腱断裂确定无缘赛
季剩余比赛，球队攻击力进一步被削弱。与
北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是广东队整个赛季
赢得最惊险的比赛之一，但能在末节抹平13
分差距上演翻盘，并且在连续两个赛季的季
后赛中逆转以防守见长的老对手，广东队的
冠军底蕴与应变能力可见一斑。

辽宁队保留了上赛季闯入总决赛的主
力架构，锋线上加入了两位“一年级生”张
镇麟与吴昌泽，又在赛季中期补强阵容，付
豪分担了韩德君的内线压力，弗格则丰富
了后场进攻方式。

带着常规赛第二的战绩进入季后赛，
辽宁队先后淘汰了浙江双雄。在经验丰富
的广东队面前，辽宁队总决赛首战难以找
到熟悉的节奏。第二场辽宁队主教练杨鸣
变阵，将郭艾伦调进首发，与赵继伟、弗格
组成三后卫，郭艾伦的33分与赵继伟的绝
平三分球拯救了他们。决胜战辽宁队将比
赛拖进加时，但大部分队员缺乏总决赛经
验，没能在老到的广东队身上完成“复仇”，
不得不见证对手王朝的延续。

浙江掀起青春风暴
上赛季浙江队的表现就已经让人眼前

一亮，尽管季后赛他们惜败于辽宁队，吴前
的 48 分成为球队一个赛季表现的缩影。
本赛季这支青年军更进一步，历史性打入
半决赛，激情和朝气是他们的标签，团队篮
球与华丽进攻是他们的“武器”，浙江队成
长为联盟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重视俱乐部梯队建设，挖掘年轻球员
潜能，这是浙江队近几年不断进步的重要

原因。经过几个赛季的历练，浙江队终于
破茧成蝶。

2017年，原来执掌浙江青年队的少帅
刘维伟被提拔为一队主教练，他率领的一
批年轻球员迅速成为主力，他还得到了恩
师蒋兴权相助。场上的刘维伟十分严厉，
不时有队员因没处理好细节遭到训斥；场
下的刘维伟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年轻球员
众多，让这支球队朝气蓬勃。

“其实说白了，靠的是平时付出，别人
练得少一点，我们练得多一点。”刘维伟深
知勤能补拙的道理，球队在去年春节期间
便开始了集中训练，一直到上赛季复赛阶
段开打，时间长达五个月。经历了短暂的
休赛期后，球队很快进入了备战状态。

“广东队还沉浸在休赛期，而浙江队已
经早早进入了比赛状态。”杜锋曾在揭幕战
不敌浙江队后这样感叹。自揭幕战开始，
浙江队在开局阶段豪取十连胜，成为对手
重点研究的对象。

征战CBA的第九个赛季，吴前凭借无
可指摘的表现以及球队第三名的成绩，荣
膺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23岁的陆文博、
22岁的王奕博、21岁的程帅澎和21岁的林
孝天逐渐担当大任，朱旭航的拼劲与外线
投射给球队带来了很大帮助。在这支浙江
队中，本土球员年龄最大的是30岁的张大
宇，这样的配置足以保证他们未来几个赛
季的竞争力。如果不是程帅澎因伤赛季报
销，浙江队还能期待更多。

浙江队再次倒在了辽宁队面前，经验
是他们通向更高舞台的阻碍，也正是不断
与高手过招的价值所在。总结赛季表现时
刘维伟认为，创造历史只是起点，不是终
点。羽翼渐丰的浙江队，令人无限期待。

联赛格局变革显现
浙江队本赛季的爆发，改写了广东、辽

宁、新疆和北京队四强争霸的传统格局。

上赛季半决赛与广东队大战三回合遗憾出
局的北京队，本赛季引进李慕豪与范子铭
两员内线大将，但他们赛季初期的表现没
有达到预期，一度位列积分榜后半段。转
折点出现在主教练雅尼斯的回归，此后北
京队重拾铁血防守与团队篮球，赛季中期
还引进前八一队员雷蒙，他们凭借常规赛
后两个阶段的出色战绩逆袭来到常规赛第
九，最终以再次惜败给广东队结束了赛季
征程。

新疆队度过了一个失意的赛季。周琦
与莫泰尤纳斯的“双塔”组合是他们的优势，
锋线上的齐麟和唐才育成长迅速，后卫线拥
有经验丰富的曾令旭以及防守尖兵于德
豪。但伤愈复出的阿不都沙拉木仍在寻找
状态，新疆队表现起伏较大，常规赛排名第
四的他们被山东队“以下克上”淘汰出局。

山东队得以杀入半决赛，除了宝刀不
老的哈德森，高诗岩也起到很大作用。在
人才济济的辽宁队后卫线上得不到太多机
会，高诗岩来到山东队后充分释放潜能，得
分、助攻等数据相较以往均大幅提升，关键
时刻展现出的大心脏也给山东队提供了很
大帮助。

孙铭徽、胡金秋与赵岩昊均打出生涯
最佳表现，正值当打之年的他们将是广厦
队冲击更高目标的希望。

季后赛席位直到常规赛收官日才全部
产生。郭士强转战龙狮队，带领一支年轻
的队伍，在赛季中期遭遇七连败、晋级季后
赛几乎无望的情况下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反
超，将上赛季打入八强的北控队挤出季后
赛行列。

老将新人绽放光芒
竞技体育中，从不缺少老将坚守与新

人闪光的故事。广东队锋线威震联盟，除
了大杀四方的外援威姆斯，31岁的周鹏同
样功不可没。他不仅将常规赛最佳防守球

员收入囊中，季后赛中也在进攻端有着稳
定输出。同样 31岁的苏伟不惜体力地拼
抢每一个球，正如杜锋所言，因为有苏伟这
样的球员加入球队，防守端给球队带来了
很大支持。

站在他们对面的，是 33 岁的韩德君。
受困于对手车轮战防守，总决赛韩德君表
现得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只要出现在场上，
他就会为球队倾尽全力。

离开效力多年的新疆队，30岁的西热
力江在同曦队扮演起组织核心的角色，以
场均 9.1次助攻当选助攻王。34岁的韩硕
加盟四川队后，给后卫线带来了宝贵的经
验，是四川队晋级季后赛的功臣。

本赛季最具光芒的新星非张镇麟莫
属。他给辽宁队锋线带来了极强的运动天
赋与爆发力。星锐赛最有价值球员、扣篮
大赛冠军、常规赛最佳星锐球员，张镇麟在
处子赛季里屡次斩获殊荣。常规赛面对广
东队爆砍46分，总决赛第三场最后时刻补
篮将比赛拖入加时，都是他整个赛季亮眼
表现的缩影。

征战联赛第二年，新疆队前锋齐麟的
场均得分比上赛季多出一倍，而季后赛对
阵山东队时受伤，多少影响到他的竞技状
态以及球队走势。

通过选秀大会进入联盟的几位新人也
有精彩发挥。在郭士强的调教下，“榜眼
秀”祝铭震成为龙狮队前锋位置上的重要
力量。尽管天津队无缘季后赛，“探花秀”
林庭谦的大局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四川队
第四顺位选中的朱松玮，拥有出色的移动
能力，而季后赛对阵青岛队时的致命失误，
是他成长路上交的学费。

防疫保障细致入微
从去年 10 月 17 日开始，诸暨承办了

2020-2021 赛季 CBA 全部比赛。1482 名
工作人员、9615 次核酸检测、赛事安保服
务 28000 人次……一个个数字，记录下了
西施故里过去6个多月里为CBA顺利举办
付出的努力。总决赛首战，36位保障工作
人员代表组成“CBA爱的方阵”观赛团，受
邀来到现场观赛。

防疫大背景下，联赛延续了上赛季复
赛后严格执行的分区域管理制度，持有绿
证和黄证的人员所能通行、活动的区域严
格分开。各俱乐部、球队参赛人员赛前及
赛中须接受多次核酸检测，采取集中全封
闭的方式进行管理，只能在固定场馆、固定
酒店的特定区域活动。

在保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本赛
季自常规赛第四阶段比赛开始逐渐适度面
向观众开放，久违的赛场热闹氛围回来了。

疫情防控除了细致周到的工作，也需
要制度层面的保障。由于违反联赛疫情防
控规定，沈梓捷、方硕、刘晓宇等 7名队员
遭禁赛，直接错过了季后赛首轮。

26岁的故事已经写就，更美好的明天
也在招手。正值黄金年龄的CBA，未来可
期。 （据新华社浙江诸暨电 执笔记者：
苏斌；参与记者：郑直、夏亮、王梦、张逸飞）

5 月 3 日，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在比赛中。当日，在
2020-2021赛季西乙联赛第 37轮比赛中，西班牙人队主场以
3∶0战胜马拉加队。 新华社发（胡安·戈萨摄）

5月5日，河北队球员张呈栋（左）与天津队球员朴韬宇在
比赛中拼抢。当日，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比赛中，河
北队以1∶0战胜天津津门虎队。 新华社发（史 康摄）

本报讯 （李征）4 月 30
日，2021年江西省足球协会
杯比赛在省体育局足球场
举行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足协杯
第一个组别男子 U15 的比
赛开打。男子 U15 组别共
有 9 支设区市代表队参赛，
212 名球员将在 7 天内进行
24 场比赛决出冠军。5 月 1
日，男子U16组别也在吉安
安福开赛，11个设区市均派
队参赛，233名球员将在7天
内进行33场比赛。

据了解，江西省足协杯
计划全年开展 15 个组别的
赛事，其中包括男子 U10、

U11、U12、U13、U14、U15、
U16、U18、成人、中老年以
及女子U9、U11、U13、U15、
U17等。省足球联赛也将在
今年下半年启动，与省足协
杯共同为江西球迷奉献一
场覆盖全年的足球盛宴。

通过扩展青少年组参
赛年龄段，今年省足协杯的
组别设置得到进一步优化，
更多的高水平队伍和球员
将得到同台交流、竞技的机
会，各项锦标的争夺也将更
加激烈。

经过两年的发展，省足
协杯和省足球联赛已成为
我省社会足球品牌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