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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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光环，华润豪选择从零开始
上海男孩成为NCAA首位入选“全美最佳阵容”的中国大陆网球手，如今转战职业网坛

12 年前 ，11 岁的华润豪背上行囊

远赴美国。 彼时，在这个 5 岁开始练习

网球的上海男孩眼里 ，美国不过是 “外

面的世界”。 去年 5 月，华润豪代表密歇

根大学网球队先后晋级 NCAA（美国全

国大学体育协会） 团体和男单十六强，

并成为美国大学历史上首位入选“全美

最佳阵容”的中国大陆网球选手。 卸下

光环，华润豪选择回到中国 ，成为一名

职业网球运动员。 在强手如林的职业网

坛，华润豪只是一位二年级生 ，他坦言

自己还有太多需要吸收与学习。

密歇根大学的中国英雄

华润豪在加利福尼亚度过了整个

中学生涯。 离开加州的阳光，他毅然选

择转投寒冷的五大湖地区，只因心中的

那个网球梦。 华润豪回忆说，挑选大学

时，他仔细比较 12 所学校的网球水平、

教学实力等各个方面，最终选择了教学

实力最突出 、 网球校队也具有相当实

力，但奖学金最少的密歇根大学。

训练、比赛、学习，就是华润豪四年

大学生活的最简洁描述。 NCAA 的网球

赛季从每年 1 月持续到 5 月，其间只有

两周休赛。 在这五个月里，华润豪要出

战 30 余场单打赛和数十场双打赛。 不

过， 如今已踏上职业赛场的华润豪，回

忆起大学那段网球岁月却别有感触 ，

“其实美国大学里，更多是以赛代练，我

们根本没有太多时间训练。 ”

作为运动员，华润豪在大学里拥有

优先选课权，但总有些课程无法契合自

己的时间表。 他的课程基本安排在早上

8 点半至下午 2 点半， 此后就是训练时

间，直至 6 点半。 遇上晚上 7 点到 10 点

的课程 ， 他在短短半小时里要完成洗

澡、吃饭并从球场冲到教学楼，“那时每

天都在想，要是能边洗澡边吃饭 ，或者

边吃饭边上课就好了。 ”

华润豪刚进大学那年，因四名主力

集体毕业，密歇根大学网球队的排名从

20 多位下滑至 75 名开外。一年后，球队

闯入前 30 位，“大家开始注意到有我这

样一位中国球员。 ”去年，华润豪带领密

歇根大学校队十年来首度杀入 NCAA

团体十六强，一时间 ，华润豪成了校园

“英雄”。 而在此后的单打比赛中，华润

豪逆转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帕特里克·

开普森，同样入围十六强，成为每年 16

位入选“全美最佳阵容”的选手之一，也

由此成为美国大学历史上首位获此殊

荣的中国大陆选手。 密歇根大学网球馆

里挂起华润豪的照片，22 岁的他载入了

这所名校的史册。 结束大学生活，华润

豪决定放手一搏，转战职业网坛，“有这

个机会，也有平台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

与高水平球员竞争。 ”

职业网坛快乐与压力并存

来到职业网坛，华润豪需要从零开

始。 和大学网球相比，职业生涯初期的

体验，无疑是快乐且新鲜的，“那是我度

过的最快乐的时光”。他再也不用早上 5

点在球场集合 ， 舟车劳顿奔赴客场比

赛；也不用因为冬日五大湖地区的积雪

而被困机场，担心缺席第二天的课程。

去年中网，是华润豪首次参加 ATP

巡回赛。 当他走出机场，看到组委会安

排了两辆接送专车，司机还主动上前帮

忙拎球包， “我当时受宠若惊。 大学里

四五个人加教练一起租车开往赛场，无

论多少东西都是自己拿的 。 结果在这

里，一辆车装人，另一辆装行李。 ”

然而 ，当网球成为职业 ，压力也接

踵而来。 华润豪认为，这就像普通大学

毕业生进入职场 ，“生活上的压力多了

很多，我需要靠网球维生。 对于很多选

手，赢了比赛才有奖金 ，这样的环境让

他们更努力 ， 我也终于体会到这种感

觉。赚得少，压力就大，平时就要节约。 ”

每年的中国赛季给予包括华润豪

在内的诸多本土球员参加高水平赛事

的机会。 去年上海大师赛期间，华润豪

就曾在五千余人的注视下与费德勒练

球。 虽然绝大多数观众因费德勒而来，

但与 NCAA 赛场千余名观众相比，数千

人围观让华润豪度过了“22 年生命中最

充实的一天”。 今年上海大师赛，华润豪

在资格赛首轮错失决胜盘 5 比 3 领先

的优势， 最终不敌排名第 92 位的法比

亚诺，他赛后不断感叹：“真的只差那一

两分”。 在经纪人柳比西奇的牵线下，华

润豪还搭档丘里奇站上双打正赛赛场。

虽然止步首轮，但与顶尖球员搭档无疑

是宝贵经历，他赞叹顶级球员在场上分

析比赛的能力，“原来排名前 20 的球员

在场上会注意到这些……”

目前排名第 684 位的华润豪清醒

地意识到，有机会参加上海大师赛这样

高级别的赛事，只是中国办赛为本土选

手带来的福利，“平心而论，我们的实力

与排名还没达到参加高级别比赛的资

格。 能参赛，更多是因为中国人，因为国

家强大。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让自己的

实力尽可能匹配高级别赛事。 ”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我的心会永远和这里连在一起”

挺进上海大师赛八强，费德勒专程致谢申城球迷
费德勒无疑是上海大师赛最耀眼

的明星，昨晚的旗忠网球中心几乎座无

虚席，只因有了瑞士天王的比赛。 面对

此前交手战绩 9 胜 1 负的戈芬，费德勒

经历了一场苦战，在首盘连救三个盘点

后，最终以 2 比 0 战胜对手，携手德约

科维奇晋级上海大师赛八强。在另外一

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德约科维

奇以 2 比 0 力克伊斯内尔。

费德勒与戈芬的上次交手在今年

美网，瑞士人在三盘比赛中仅让戈芬得

到四局。然而，昨天比赛伊始，戈芬一扫

美网的低迷状态，打得非常主动，依靠

自己的速度与步伐向费德勒频频施压。

费德勒赛后承认，戈芬的表现给自己施

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和大卫交手很多

次了，彼此间非常熟悉。 他今天打得很

出色，和之前相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的判断很准确，速度也更快了，打出

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回球，给我造成了很

大的障碍。 ”

首盘比赛，戈芬与费德勒在各自的

发球局中都未给对手任何机会 ， 从 1

比 1 战至 5 比 5。 直到第 11 局， 戈芬

率先实现破发， 以 6 比 5 领先进入发

球胜盘局。 然而， 戈芬挥霍掉三个盘

点后未能保发成功， 费德勒将比赛拖

入抢七局， 并以 8 比 6 拿下首盘。 此

后， 费德勒轻松以 6 比 4 拿下第二盘，

锁定胜利， “我非常高兴， 能在对手

发挥这么出色的情况下赢得比赛， 这

证明我也打得不错。”

从 2002 年首届上海大师杯 ，到

2019 年上海大师赛， 费德勒不仅见证

着网球运动在上海的成长，也见证了申

城的发展。 他依然记得 2010 年大师赛

期间参观上海世博会的经历，“我去了

南非馆、瑞士馆和中国馆。过去十多年，

上海变得愈发现代。我在瑞士生活过很

多地方，每年都一直在旅行，而上海的

格局和规模绝对是特别的。 ”

上海球迷更是让费德勒印象深刻。

战胜戈芬后，费德勒向现场成片身披瑞

士国旗的球迷发出感谢，“在世界其他

地方，你都看不到这样的球迷方阵”。瑞

士人表示，自己不会把球迷的支持当作

理所当然， 而是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

力，“我总是要继续努力，那么多人这么

长时间支持我，为我欢呼加油。 我在其

他地方可能很难有这么壮大的球迷群

体。 所以， 我的心会永远和这里连在

一起。 ”

在今天举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费

德勒将迎战新生代球员代表小兹维列

夫。 费德勒认为，如今新生代球员已经

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挑战我们，也能

击败我们，彼此之间有很高水平的竞争

和对抗。这也是他们能继续成长的巨大

动力。 ”因为费德勒的教练柳比西奇是

中国选手华润豪的经纪人， 来到上海

后， 费德勒不仅常常与华润豪练球，也

与他一起出席商业活动，费德勒认为华

润豪有潜力跻身前 100 名，“他很有潜

力， 要继续不断与最好的球员练球，熟

悉更高级的打法， 他的性格也很好，我

一直和他开玩笑。 ”

体操世锦赛男团决赛
中国队末轮失误摘银

本报讯 （记者谷苗 ） 2019 年体

操世锦赛结束男子团体项目的角逐。

卫冕冠军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单杠比赛

中出现 “掉杠” 失误， 被紧随其后的

俄罗斯队反超， 最终以 260.729 分的

总成绩遗憾摘得一枚银牌。

在备受关注的男团决赛中， 预赛

分列前两位的俄罗斯队与中国队同组

竞争， 中国队派出肖若腾、 林超攀、

孙炜、 邹敬园与邓书弟五人参赛。 根

据团体赛 5-3-3 的赛制 ， 每队五名

选手， 每项三人登场， 成绩全部计入

总成绩。

首轮自由操比赛 ， 肖若腾得到

15.033 的高分， 林超攀和邓书弟稳定

发挥但均有出界失误 ， 中国队以

43.333 分暂列第三 。 次轮的鞍马较

量， 是中国队在资格赛出现失误最多

的项目， 孙炜和肖若腾在决赛中没有

重蹈覆辙， 高质量完成整套动作， 邹

敬园也平稳发挥 ， 中国队以 87.116

分的总分升至榜首。

随后的吊环、 跳马和双杠比拼，

中 国 队 保 持 优 势 ， 五 轮 过 后 以

219.622 分继续领跑， 领先排名第二

的俄罗斯队 1.394 分。 然而， 在最后

一轮单杠比赛中， 首位登场的孙炜出

现 “掉杠” 失误， 仅得到 12.766 分。

俄罗斯队则求稳降低难度， 实现完美

发挥， 最终以 261.726 分反超中国队

0.997 分， 收获自 1994 年以来首个世

锦赛男团冠军。 日本以 258.159 分获

得铜牌。

最后时刻与冠军擦肩而过， 肖若

腾赛后表示 ， 接下来全队要忍辱负

重， 加强心理素质训练， “我们的参

赛目标是冠军， 也有实力去拿冠军，

团队项目最终获得银牌， 每个人都有

责任。 从我来讲， 还是挺遗憾的， 今

后在心理上要进一步加强， 因为最后

一项我们有优势， 却没能坚持下来。”

邹敬园则将本次比赛视为一次重要的

历练， 提醒自己在顺境中也不能有丝

毫放松。

决赛中有不俗表现的林超攀， 坦

言对于比赛结果心中有些不服气 。

“心中有些不服， 但就把这种不服放

在心里。” 他认为， 俄罗斯队在决赛

中做到零失误是制胜关键， 也是中国

队最该学习的地方， “我们最大的目

标还是要做好自己。 全队会吸取这次

比赛失利的教训， 进行针对性训练，

争取在东京奥运会实现零失误， 把失

去的冠军拿回来。”

在此前结束的女子团体决赛中，

整体实力强大的美国队实现五连冠，

俄罗斯和意大利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中国队在高低杠和平衡木项目中均出

现失误， 最终仅列第四位， 未能站上

领奖台。

体育直播市场经历转型

体育营销峰会探讨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洞察体

育力量·2019 第四届体育营销峰会 ”

本周举行， 近千名体育及周边产业营

销精英出席， 共探体育产业发展与营

销学问， 并就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建设 、 2019 年篮球世界杯等热门议

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这是峰会自

2016 年创立以来首次来到上海 ， 共

邀请到 ATP 营销副总裁理查德·埃文

斯、 苏宁体育集团常务副总裁王冬等

六位产业专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体育研究总监于松涛以 “融媒

体环境下的中国体育及体育赞助市

场” 为主题， 通过一系列数据展示了

国内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研究发现，

尽管目前国内体育受众现场观赛比例

依然较低， 但对于观赛的需求已不亚

于欧美， 并呈现出 “收视不分时间地

点” “不在意终端收视平台” “收视

时间较过去更长” 等特点。 于松涛认

为， 体育直播方面已从过去的 “渠道

为王” 转向了 “内容为王” 的时代，

这自然也与如今众多新媒体平台对于

以央视为代表的传统强势直播媒介的

冲击紧密相关。

然而 ， 在体育信息的获取模式

中， 电视大屏仍然占据着主要角色。

尽管体育市场欣欣向荣， 但于松涛有

些忧虑地指出， 与其息息相关的中国

广告市场却在 2019 年上半年出现了

8.8%的跌幅 ， 所幸目前跌幅已有收

窄趋势。 通过对于国内百余座城市的

技术调研， 于松涛发现， 目前国内体

育人口仍以男性为主、 年轻人占比较

高、 经济发达省份人数更多， 其中以

广东、 江苏数量最庞大； 而国民参与

体育锻炼的热情较六年前有大幅提

高， 但增幅较大的均为跑步等个人项

目， 以三大球为代表的团队运动却并

未发生太大变化。

本届体育营销峰会还设了三场圆

桌论坛。 首场论坛结合上海建设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的背景， 探讨 “当城市

营销遇上体育营销” 时将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 第二场论坛的主旨为 “掌控

专业细节， 造就产业繁荣”， 提出产

业是由若干不同业务内容组成的整

体， 各个组成部分合理发挥其功能作

用， 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第三场论坛

则以 “优质品牌助力中国体育 ‘新

IP? 成长” 为主题， 关注品牌体育营

销如何有利于建立中国体育赛事市场

的良好氛围， 促使更多优质新赛事、

新 IP 诞生。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作为上海大师赛最耀眼的明星，费德勒的亮相让旗忠网球中心几乎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陈龙摄

进球不少，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
世预赛四十强赛第三轮，国足7比0轻取关岛队

国足与关岛队的比赛进行至第 80

分钟，天河体育场内满场球迷齐声呼喊

“8 比 0”，但他们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当终场哨声响起，比分牌上的数字依然

是 7 比 0。对于国足而言，这个比分稍稍

有些尴尬，面对全场比赛雪藏了队内唯

一职业球员马尔科姆的关岛队，球迷们

预期的比分应该更大一些。 特别是在前

19 分钟打入三球 、31 分钟时已手握五

球优势的情况下， 国足在随后 60 分钟

里只打进两球，的确有些美中不足。

赛后，天河体育场的 39987 名球迷

似乎对结果无法完全满意，庆祝的欢呼

分贝与人数并不相匹配，而上半时前半

段屡屡出现的人浪更是早已不知所踪。

其实，在场上拼杀的队员们同样对这个

7 比 0 不太满意，包括上演“大四喜”的

杨旭在内，几乎所有队员赛后先是讨论

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而没有急着相拥

庆祝。 “赢球当然开心，我们没给对手任

何机会。 但如果要说自己的表现，我不

太满意。 ”归化球员艾克森就给了自己

一个差评，“有时踢球就是这样，虽然你

非常认真地对待比赛 ， 但当机会出现

时，却不一定能够把握住。 ”

“正如我赛前所说 ，比赛给我们带

来了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的目

标是杀入十二强赛，所以必须赢下每一

场该拿下的胜利。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

里皮依旧保持着喜怒难测的表情 ，“从

第一场比赛开始，球员们在每次训练和

比赛中都表现得非常投入。 虽然对手实

力较弱 ， 但大家还是打出了不错的比

赛。 ”说到此处，里皮突然话锋一转，“但

我们确实也暴露出了不足，比如在一些

关键球的处理上，质量还需要提高。 ”

里皮的总结非常到位，球员们在场

上的确已全力以赴，但不错的精神斗志

和投入程度无法掩盖在比赛中暴露出

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基本功。 下

半时，国足依然坚决贯彻利用两条边路

推进的战术策略，皮球推进到对方危险

区域的次数也并不比上半时少，但为何

进球就少了？ 原因或许就是技术功底。

包括杨旭、艾克森在内 ，多名球员都出

现了身边无人防守却无法将球送入对

方球门的情况。 全场比赛，中国队一共

获得 31 次射门机会，其中 16 次打在球

门范围内，显然 ，只打入七球的主要原

因是把握机会能力不足。 此外，国足此

役的传中质量也存在较大问题，尤其是

担任左边后卫的李帅，虽然速度和力量

都非常出色，但在控制传中落点方面却

没能展现出过硬的能力。 在另两名左后

卫李学鹏、李磊都受到伤病困扰的情况

下，国足该位置的人员储备缺乏厚度。

除技术能力不足，球员们在下半时

的兴奋程度和体能状态， 与前 45 分钟

相比也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对此里皮更

多地给予了理解。 “中超联赛已进入尾

声， 球员们的体能肯定会出现一些问

题。 比如艾克森，他所在的俱乐部不仅

要踢联赛还要踢亚冠，所以他的状态不

佳可以理解。 ”里皮还以相似理由解释

了为何将武磊等球员提前换下 ，“武磊

刚刚经过长途旅行，吴曦和蒿俊闵在联

赛中的付出也很多。 在胜局已定的情况

下，我希望让他们早点休息 ，从而更好

地准备 15 日客场与菲律宾队的比赛。 ”

如何解决球队的不足将考验里皮

的执教能力，但无论如何，“银狐 ”还是

率队赢下了该赢的比赛。 除武磊、吴曦

和艾克森分别打入一粒进球外，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独入四球的杨旭。 “虽然对

手实力很弱，但没有任何球员有轻敌思

想，从第一分钟就开始拼了 。 ”杨旭表

示， 赛前里皮要求球队一定要尽快进

球，而大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广

州的天气比较炎热 ， 如果长时间不进

球，可能会陷入僵局 ，所以全队一开场

就拼尽全力，尽快进球让大家心态更加

放松。 说实话，能在比赛中打入这么多

进球，我自己赛前也没有想到。 ”

根据安排，本场比赛后中国队还将

在广州继续集训， 直至 13 日下午出发

前往菲律宾。 在连续击败两支弱旅后，

里皮的球队或许将在 15 日迎来本次世

预赛之旅的第一次小考。

（本报广州 10 月 10 日专电）

尽管过程有些美中不足， 国足还是赢下了该赢的比赛。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