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时间 10日晚，在2019WNBA
选秀大会上，中国球员韩旭和李月汝

分别被WNBA纽约自由人队和亚特

兰大梦想队选中。这是自 1997年郑

海霞在WNBA选秀大会被洛杉矶火

花队选中以来，首次有中国女篮球员

参选。时隔 22年，中国女篮球员再次

以选秀的身份进入WNBA联赛。

韩旭是在第二轮第 14顺位被自

由人选中，她也确定会在 5月 24日开

赛的新赛季身穿纽约战袍出征；李月

汝目前正在中国国家队集训，她本人

并没有去纽约现场参加选秀，能否代

表梦想队出战还是未知数。同样的，

来自广东队的扬力维、来自八一队的

李梦和孙梦然也收到了WNBA球队

试训的邀请，同样有机会参加本赛季

WNBA的比赛。

回顾中国女篮历史，除郑海霞

外，苗立杰、隋菲菲和陈楠都曾以自

由球员身份加盟过WNBA球队。此

后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中国女篮

球员走出国门，登陆海外联赛。但

自去年起，中国女篮的后起之秀们

逐渐填补了这一空白。先是现任国

家女篮队长邵婷代表明尼苏达山猫

队征战去年的 WNBA 季前赛，如今

又有多名球员同时冲击 WNBA，着
实令关注中国女子篮球的人们感到

振奋。

中国篮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白喜

林表示，这体现了中国女篮近几年

来良好的上升势头。他说：“这种现

象说明，中国女篮有了新气象、新希

望，年轻球员的成长和进步得到了

国际篮坛、WNBA的关注，她们身上

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在亚运会和

世界杯上，年轻球员担当的新一代

国家女篮让人们看到了积极、健康、

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作为世界顶级的女篮职业联

赛，WNBA对球员个人技术、身体对

抗、战术执行等综合能力的要求颇

高。韩旭、李月汝等球员获得选秀、

试训的邀约，足以说明新一代中国

女篮的“尖子生”们与世界顶级女篮

球员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除球员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外，

中国篮球近年来的相关改革也为女

篮“尖子生”的培养提供了土壤。

2018年，WCBA 从 14支球队扩军至

18 支，常规赛也增至 36 轮，同时港

澳台、大学生、青年队（适龄）、无

WCBA联赛经历的自由球员直接注

册并参加联赛，在增加比赛数量、提

升比赛质量的同时，扩大了联赛的

人才储备库，让更多球员有机会得

到高水平赛事的锻炼。

随着中国篮球改革的不断推

进，越来越多篮球人的目光更加长

远。目前，新一届国家女篮已经开

始集训。按照国际篮联新规，中国

队若想获得东京奥运会的门票，需

闯过 3 个窗口期的资格赛，对手中

不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劲旅，出线

难度可想而知。

因韩旭、扬力维等人的缺席，国

家队主帅许利民只得从国奥队临时

抽调球员以保证训练。尽管这给训练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许利民仍表示举

双手支持这些球员冲击 WNBA。“她

们到世界赛场去历练，眼界、心理、

视野肯定会比国家队强。”许利民

说，“把她们送到最高殿堂，这是我

的理想。”

回 顾 苗 立 杰、隋 菲 菲 等 人 赴

WNBA打球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

经过世界顶级联赛历练后的球员均

成为中国女篮不可或缺的中坚力

量。因此，送“尖子生”出国深造，回

来后反哺国家队、提升国内联赛水

平和带动年轻球员也是中国篮协、

国家女篮的规划和期许。

白喜林表示，中国篮协支持更

多的球员走出国门，到更高层次的

联赛锻炼、提高。“能在 WNBA 联赛

中锻炼，球员个人的技术、战术和职

业化水平会得到提高。”他说，“他们

提高后自然而然地会带动国内联赛

水平的提高，也能成为更多年轻球

员的榜样和目标，激励她们志存高

远，刻苦训练，有愿望、有动力走到

更高更大的舞台。”

许利民则表示：“要靠现有的人

员做好每天的事。这样的话，等冲

击 WNBA 的这几个队员回来，和我

们现在的队员一起，才能形成最大

的力量。”

振奋与期待之余，白喜林表示

对中国金花同年冲击WNBA的情况

应客观看待、冷静分析，尽管韩旭等

人在国内属于高水平球员，但距离

世界一流还有差距，“希望她们通过

努力训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带动

更多中国女篮球员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这样才能振兴中国女篮”。1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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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锦赛甲级 B 组，这是中国迄

今承办的最高级别冰球赛事。在

北京冬奥会前，如此高级别的赛事

对中国冰球来说是绝佳的练兵机

会，球队得以与高手过招，中国冰

球裁判也得到了实战机会。目前，

中国冰球协会正采取各种措施提

高中国冰球裁判水平，为北京冬奥

会蓄力。

突破
中国裁判亮相世锦赛

4月 6日，吴星第一次站上首钢

园冰球馆，执法世锦赛甲级 B 组荷

兰 VS韩国队的比赛，这是她裁判生

涯执法的最高级别赛事。

“我是谁？我在哪儿？”刚站上

冰面，吴星一度有些恍惚，但很快就

平静了下来。

本届世锦赛，国际冰联派出 4
名主裁和 7 名边线裁判执法，担任

边裁的吴星和王慧是仅有的两名中

国裁判。目前，在国际冰联注册的

中国裁判并不多，加上边线裁判也

就十几人。“加拿大、美国、芬兰、澳

大利亚裁判人数特别多，我们甚至

都没超过人口总数不如北京的捷

克。”吴星说。

24岁的吴星来自齐齐哈尔，退

役后一边进行青少年冰球推广，一

边开始了冰球裁判生涯。

“如果之前有冰球基础的话，还

不太难。”吴星说，考取国际冰球裁

判最难的除了英文，就是技术和理

论，“很多规则英文是最重要的，有

一些直译不过来，必须去理解才行，

这个比较难。”

世锦赛甲级 B组是中国承办的

最高级别的冰球赛事，对吴星这样

的年轻裁判是极佳的锻炼机会。“这

次国际冰联派了 4个主裁和 7个边

裁，国外裁判的素养特别高，值得我

们学习。”吴星说，裁判的工作是保

证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利，必须公

平。每次有中国队比赛，她和王慧

都只能坐在场边。

尽管此前执法过全国锦标赛，

但世锦赛这样高级别赛事对吴星来

说还是第一次，好在团队给了她不

少帮助。“跟这些搭档相比，我都得

向她们学习，她们对场上的任何情

况都应付自如。”吴星说，执法高水

平比赛多了，处理各种棘手事件才

会有足够的经验。

冰球球速快、对抗激烈，对裁

判场上反应要求很高。一旦出现

打架情况，裁判必须第一时间预

判，“最好的裁判不是说打架之后

才去拉开，而是要在没打架之前，

就察觉到可能会出现不好的苗头，

马上去制止。”吴星认为，不管是主

裁还是边裁，一定要及时观察场上

形势，瞬间没盯好，双方球员就有

可能打起来。

场外
21名裁判成球队“眼睛”

4 月 9 日，中国对阵荷兰队，李

梦洁和她的同伴在三层看台上紧盯

比赛，不时在电脑上记录。

“这里位置高、视野好，球员胳

膊和背部的号码看得很清楚。”李梦

洁是本届世锦赛 21 名场外裁判之

一，负责争球时的数据统计，“每一

次裁判停哨要争球时，首先记录两

队争球球员的号码，然后记录输赢

的双方，赛后会对争球球员的得失

球做统计。”

每场比赛前，李梦洁会拿到两

队出场名单，先要熟悉双方前锋、后

卫的号码、名字，“我们大部分场外

裁判都打过冰球，对怎么换人、换人

程序也都很了解。没有特别情况，

大家都是按组上场。除非犯规或者

特殊情况才会拆组。”

比赛中，李梦洁和她的同伴要

对比赛进行全方位数据统计，在她

身边的两组场外裁判负责射门、线

路等数据统计。此外，场外裁判还

负责记录每队得分时的场上阵容。

冰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尽管某个球

员可能没有参与进球，但只要他在

场上时，球队有进球，这就很重要。

对教练和球队来说，这些统计是重

要资料。

本届世锦赛，21名场外裁判都

由北京市冰球协会选派。“我们按照

冬奥会的标准来选派，年轻、英文

好、熟悉裁判规则。”北京市冰球协

会副秘书长邢寉介绍，这是协会承

接的最高级别赛事，“上一次北京承

办世锦赛，场外裁判基本都是从外

地派来的，我们就一个人，还是负责

捡球的。”

据邢寉介绍，李梦洁这样的年

轻裁判尽管大赛历练少，但并不缺

少经验，“他们常年服务于市里的青

少年冰球联赛，有的裁判一年执法

场次接近 1000场。”世锦赛期间，国

际冰联派了一名数据经理全程在场

外指导，李梦洁等场外裁判的表现

也得到了国际冰联的认可。

合作
30多人次赴海外执法

世锦赛是吴星执法的最高水平

赛事，她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冰

球裁判需要经验的积累，很遗憾，我

们国内现在没这么多锻炼机会。”

吴星最大的梦想是执法北京冬

奥会，“每个搞运动的人都知道，奥

运会是最高殿堂，我们都希望有一

天能站在冬奥会赛场上。”不过若想

执法北京冬奥会，国内赛事的锻炼

价值并不大，而且一些国内比赛尤

其是青少年比赛，裁判的精力往往

还要被场外的家长所牵扯。

在欧美，高水平冰球赛事很多，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裁判水平的提

升。中国冰球要发展，不仅仅局限

在成绩上，与冰球相关的文化氛围、

专业人才需一起提升。

据中国冰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徐成响介绍，本届世锦赛联手北京

冬奥组委从全国招募了 100 多名

NTO（国内技术官员）。徐成响透

露，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届时将需

要几百名 NTO，目前已培训了 200
余人。

不过徐成响仍直言中国冰球裁

判数量、水平与中国冰球发展需求

仍有较大差距，裁判员队伍建设亟

待加强。中国冰球协会目前正在制

定相关制度，主要集中在明确裁判

员资格条件、级别划分标准以及选

派管理办法等。

此外，中冰协近期还将对裁判

委员会进行换届工作，以更有效地

促进中国冰球裁判管理。

同时，中冰协去年开始尝试与

国际冰联合作，开展冰球裁判员培

训计划，并为国内取得国际裁判资格

的裁判提供在冰球世锦赛执法的机

会。据徐成响透露，目前已选派 30
多人次赴海外执法，这对提升中国冰

球裁判整体水平有很大帮助。1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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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

宣布退役的中国花样游泳名将黄雪

辰，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奥游新

花样”英东杯 2019年全国花样游泳

冠军赛暨国际泳联花样游泳世界系

列赛中国站的赛前发布会。2008年
北京奥运会，黄雪辰是队中的替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和 2016 年里约

奥运会上，她已经成长为主力，共获

得了 3银 1铜。如今复出重回国家

队，黄雪辰已经是队里的“老将”，但

她还想为参加明年的东京奥运会搏

一回。为此，她竟然把怀孕产女时

的“巅峰体重”减掉了足足 30公斤。

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下两枚花

样游泳银牌后，黄雪辰就再也没有

参加过比赛。如今，她已经有了一

个 18 个月大的女儿。怀孕生女让

她的体重一路飙升，“其实一开始怀

孕的时候，我挺胖的。现在差不多

减掉了 30公斤，是‘公斤’啊！”黄雪

辰特意强调了一下，“你们现在看到

我的体形，应该是比 2016 年更好

了。”

有过减肥经历的人都知道，减

掉 30 公斤体重的难度和艰辛。“除

了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这是没有办

法的事情。”去年 11月复出后，黄雪

辰整个冬训练得特别扎实。因为练

得苦，她在训练场上痉挛过，老伤老

病也犯过。“这几个月真的是熬过来

的！”她说，“现在一两句话根本无法

把整个过程说清。”

黄雪辰复出，其实是国家队的

提议。因为明年的东京奥运会，在

花样游泳这个打分项目中，中国队

确实需要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将来提

升整体印象。可在 2017 年布达佩

斯游泳世锦赛上圆满完成任务的老

将蒋文文和蒋婷婷，体能已经很难

兼顾双人和集体项目的比赛了。而

年轻一些的黄雪辰，无论从过往成

绩还是形象上，都是合适的人选。

“我也是经过了认真的考虑。”黄雪

辰说，“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心

态，行，最好！不行，也没办法。前

后纠结了大约有半年吧。”最困难的

时候，国家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以

及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让黄雪

辰一路走到了今天。

但黄雪辰现在的身份中，毕竟

已经多了一个“孩子的妈妈”，所以

当她在北京艰苦训练的时候，女儿

就要留给上海家中的妈妈、婆婆和

丈夫轮流照看。“肯定需要家庭支持

的。”她笑着说，“否则家庭闹矛盾可

就麻烦了！”尽管不能守在女儿身

边，但黄雪辰几乎每天都会通过视

频看看女儿。“因为孩子还小，睡得

比较早，我每天晚上六七点练完，她

基本就要睡了，所以只能一小会

儿。”她说，“孩子身体状况好的话也

会来北京。”

目前，除了体能与巅峰时还小

有差距外，黄雪辰已经完全具备了

参赛的条件，但即将于下月初开赛

的第二届国际泳联花样游泳世界系

列赛中国站上，她还是不会参加正

式比赛。中国花样游泳队教练员汪

洁解释了原因：“根据国际泳联反兴

奋剂的相关规定，运动员在提出重

返赛场的正式申请后，半年内不能

参加国际比赛，今年 5月 15日后，黄

雪辰就可以正式参赛了。”她说，“虽

然这次不参加比赛，但比赛之后的表

演秀，黄雪辰会带来精彩的表演。”

“世锦赛黄雪辰会参加。”汪洁

说，“她参加 4个项目的比赛。”而如

果黄雪辰的韩国光州世锦赛之行一

切顺利，就意味着她大概率会出现

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2
（据《北京晚报》）

辣妈怒减 30公斤体重

黄雪辰想在东京再搏一回

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在一场

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独行侠队在

主场以 120∶109战胜了菲尼克斯太

阳队。本场比赛，独行侠队的精神

领袖、已经在联盟效力 21 载的“老

司机”德克·诺维茨基，砍下了 30分
8篮板 3助攻，创个人本赛季新高！

但赛后，他在万名主场球迷的面前

亲口宣布，他将在赛季结束后退

役……

老司机在主场的谢幕演出就这

么猝不及防地结束了 ,这多少令人

有些伤感。

身披 41 号球衣征战了 21 个赛

季 ,他自始至终坚守着一座城；他在

篮球场历经磨砺 ,几次险些被击倒 ,
最终从一个青涩的男孩蜕变为一个

成熟的男人；他单核率队夺得了小

牛队史第一座 ,也是唯一一座总冠

军奖杯 ,他之后 ,一人一生一城的童

话还会有吗？

确认将退役潸然泪下

当比赛结束时，队友将“老司

机”团团围住。在巴克利、施拉姆

夫、皮蓬、伯德、特里、马里昂等名宿

和前队友的注视下，当德克拿起话

筒向全场球迷致辞的时候，他终于

确认将在本赛季结束之后正式退

役：“这是我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

说这句话时，他强忍泪水，情绪激

动 ；看 台 上 ，则 传 出 了 阵 阵 叹 息

声……

诺维茨基接着说道：“说出这句

话比我想的还要艰难。库班（独行

侠老板），等不及你为我安排的球衣

退役仪式了。我想谢谢太多人了，

库班，整个教练组，不仅仅是今天，

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这 21 年。

谢谢支持我的所有球迷们，这一路

的精彩旅程，幸好有你们的陪伴和

支持，虽然我也让你们经历了很多

‘过山车’的时刻。当然，还要谢谢

我的队友们。”

职业生涯辉煌璀璨

整个职业生涯，德克从 1998年
以第 9顺位加入达拉斯的这支球队

以来，先后 14次入选全明星，4次入

选 NBA第一阵容，5次第二阵容和 3
次第三阵容，在 2006-2007赛季，德

克当选 MVP，而在 2010-2011赛季，

他单核率领当时还叫小牛的独行侠

队首次夺得总冠军，他也荣膺总决

赛MVP。
截止到本场比赛，诺维茨基场

均得到 20.7分，7.5个篮板，2.4次助

攻，生涯总得分为 31540 分。而今

天，独行侠将迎来本赛季最后一场

比赛，他们将在客场挑战马刺队。

而德克，也将献上他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次演出。从此之后，“战车”的

名号将成为江湖上永久的传说，“金

鸡独立”的绝招也将永存于 NBA“兵

器谱”的前列……

独行侠老板库班，在现场对诺

维茨基深情表示道：“我向你保证，

我们会退役你的球衣号码。我还向

你保证，我们会为你建一座最大的

雕像，会将雕像立于球馆前面。谢

谢你，谢谢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

人。”1 （据《扬子晚报》）

“老司机”宣布赛季后退役

诺维茨基告别 21载职业生涯

中国篮协
发信祝贺

美国时间 10 日晚，在 2019 年

WNBA 选秀大会上，中国女篮球员

韩旭和李月汝被选中。在消息传出

后，中国篮球协会很快发出贺信，以

下是贺信内容：

在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进行的

WNBA选秀大会中，我国球员韩旭在

第 2轮第 2顺位（总第 14顺位）被纽

约自由人队选中，中国篮球协会向韩

旭及其家人表示祝贺。同时也要向

清华附中、山东体育局、新疆女篮等

相关单位表示祝贺，并感谢他们在韩

旭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

19岁的韩旭毕业于清华附中，

多次帮助校队获得全国冠军。2016
年和 2017年先后代表各级国青女篮
征战了 U17女篮世锦赛、U18女篮亚
青赛和 U19 女篮世锦赛，2017 年代
表山东青年女篮获得全运会冠军。
2018年加入新疆女篮，入选中国国
家女篮，代表球队参加了雅加达亚运
会和西班牙世界杯，表现出色。

凭借不懈的努力，韩旭得到了

进入 WNBA 的机会，希望她再接再

厉，刻苦训练，在 WNBA 赛场上展

现新时代中国女子篮球运动员的

实力和风采。祝福韩旭一切顺利！

同时另外一位中国球员李月

汝凭借在国家队和联赛的出色表

现，也得到了 WNBA 的青睐，在本

次选秀大会的第三轮第 11顺位（总

第 35 顺位）被亚特兰大梦想队选

中，不管最终是否成行，我们也同

样向她和家人以及广东女篮表示

祝贺。1 （据新华社）

20162016年年 88月月 1515日日，，中国组合黄雪辰中国组合黄雪辰、、孙文燕晋级里约奥孙文燕晋级里约奥

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决赛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决赛

诺维茨基诺维茨基（（右右））在比赛中庆祝在比赛中庆祝

韩旭韩旭（（右右））在选秀大会上从在选秀大会上从 WNBAWNBA首席运营官赫奇佩思手中接过纽约自由人队球衣首席运营官赫奇佩思手中接过纽约自由人队球衣

韩旭在选秀大会前手持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篮球韩旭在选秀大会前手持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篮球

拼抢激烈的冰球赛场上时刻可见裁判的身影拼抢激烈的冰球赛场上时刻可见裁判的身影（（后排穿条纹服者后排穿条纹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