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坂娜奥米的影响力已超越赛场
美网女单夺冠的同时，以“七个口罩”向世界表达心声

当大坂娜奥米戴着印有泰米尔·赖

斯名字的口罩出场， 这场美网女单决

赛注定承载着胜负之外的意义。 从美

网第一轮到决赛， 大坂娜奥米每轮比

赛均戴着印有不同名字的口罩出赛 ，

七场比赛、 七个名字， 是她用实际行

动声援席卷全美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

两年前， 大坂娜奥米在纽约观众

的嘘声中击败美国球星小威， 几乎带

着歉意地捧起首座大满贯奖杯； 如今，

22 岁的她已在赛场内外成长为备受追

捧的网坛巨星。 赛场上， 她再次在法

拉盛公园捧杯， 收获职业生涯第三座

大满贯； 赛场外， 她已跻身最具影响

力的体育明星行列， 勇敢无畏地为种

族平等发声。

本赛季职业网坛重启后， 大坂娜

奥米表现强势， 在各项赛事中保持不

败。 直到上月底进行的辛辛那提公开

赛中， 大坂娜奥米与阿扎伦卡在决赛

场相遇，她因左腿受伤退赛，阿扎伦卡

不战而胜夺冠。 美网决赛，大坂娜奥米

首盘因自身失误过多以 1 比 6 先丢一

盘，第二盘也一度以 0 比 2 落后，但面

对经验更加丰富的阿扎伦卡，大坂娜奥

米却是场上表现更成熟的一方，落后时

及时调整的大将之风、对比赛节奏与关

键分的完美掌控，最终让大坂娜奥米实

现了逆转。

这位日美混血球员赛后直言， 过

去几年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

“从这场比赛前两盘就能看出， 过去我

可能就这样输掉比赛， 但现在我很想

继续战斗。 我并没有过多去想赢球这

件事， 只是想着奋战到底， 然后自然

而然夺冠了。 我认为自己变得更加成

熟， 生活教会了我很多， 让我成长为

更好的自己”。

2 比 1 逆转战胜阿扎伦卡 ， 大坂

娜奥米时隔两年再度加冕美网冠军 ，

也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三座大满贯。

在现役女球员中， 仅有威廉姆斯姐妹、

克里斯特尔斯、 科贝尔与大坂娜奥米

手握三个及以上大满贯， 而 22 岁的大

坂娜奥米显然将继续创造更多的历史。

本届美网， 大坂娜奥米不仅用出

色的成绩吸引着外界目光， 当她从第

一轮起戴着印有布琳娜·泰勒名字的口

罩上场时， 已注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

的对象。 今年 3 月 13 日， 警察在搜捕

毒贩时闯入黑人女子泰勒的家中， 误

伤泰勒而致其死亡， 曾在全美掀起轩

然大波。 按照大坂赛前的说法， 美网

共七轮比赛， 她决定戴上印有因警察

暴力执法而死去的黑人名字的口罩 ，

以此表示对种族平等的支持， 她为此

准备了七只印有不同名字的口罩。

事实上， 今年 5 月前， 大坂的社

交媒体账号内容和绝大多数网球选手

类似———度假、 训练、 代言， 但一切

都在 5 月 25 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非

裔男子弗洛伊德因当地警方暴力执法

死亡后改变了。 此后， 大坂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围绕种族

平等展开。 几天后， 她悄悄飞往明尼

阿波利斯参加抗议活动 。 7 月 ， 她为

《绅士》 杂志撰文公开谈论种族主义，

“在过去几个月中， 我重新评估了生命

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问自己， 如果

我不能打网球， 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

我决定是时候发声了”。

当职业网坛 8 月重启后， 大坂娜

奥米声援种族平等的行动从社交媒体

转向球场。 两周前的辛辛那提公开赛，

大坂娜奥米曾在半决赛前宣布退赛 ，

以此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在网球这

项白人主导的运动中， 我希望让大家

开始讨论 （种族歧视）”。 不过在组委

会以暂停一天比赛的方式表达对反对

种族歧视的支持后， 她最终决定继续

参赛。

虽然弗洛伊德案发生后 ， NBA、

NFL 等职业联赛的球队纷纷以罢赛等

形式为种族平等发声， 但在职业网坛，

如此激进的支援形式十分罕见———费

德勒和纳达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

纯黑的图片， 并未附上任何文字， 这

正是多数网球选手对该问题的态度 。

《今日美国》 认为， 网球与篮球、 足球

等团队运动不同， 一旦球员对政治问

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所有关注的目光

就会转移至球员个人身上， 在没有团

队的支持下发声 ， 需要极大的勇气 。

然而， 年轻的大坂娜奥米并不在意外

界对于她过度介入政治问题的批评 ，

正如她在夺冠后所言， 她希望世界听

到自己的声音， “我这么做就是要引

起人们的关注， 让大家都开始去讨论

这个话题。 我现在是传播意识的载体，

希望我能尽己所能帮助他们”。

得益于赛场上的出色成绩与多元

化文化背景， 大坂娜奥米已蜕变为最

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根据 《福布

斯》 此前的数据， 她以 3740 万美元成

为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 大坂出色的

网球成绩和日益自信的声音， 开始发

挥着作用 。 夺冠后 ， 日 本 电 视 台

（NTV) 就详细介绍了大坂娜奥米在美

网戴着七个不同口罩出场的故事。 美

国 《时代》 周刊直言， 考虑到今年夏

天席卷全美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

动， 大坂娜奥米在这样特殊背景时期

夺冠并为政治发声， 她将成为未来许

多年体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每

当大坂走出球员通道， 人们谈论的不

仅仅是她的成绩， 还有口罩上名字的

故事、 因暴力执法逝去的生命、 亟待

消除的社会顽疾， 而这正是成为一名

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的意义 。

卸任后的朱广沪依然难舍青训
足球亲子文化体验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你踢足球几

年了？ ”“大家从足球里都学到了什么？ ”

上周六， 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朱广沪现身

上海静安体育中心， 面对近百名来参加

顺晔体育亲子足球文化体验日活动的孩

子们， 他不仅在活动开始前与大家亲密

交流， 还在随后开始的足球游戏环节中

走到孩子们中间耐心指导。

“我一直坚信， 中国足球一定能搞

好，希望就在孩子们身上。”朱广沪表示，

“足球不仅能让孩子们强健身体，更能培

养他们团队合作的意识， 希望这样的活

动越来越多， 让更多孩子和家长接触足

球，了解足球的魅力。 ”

今年 5 月， 朱广沪正式卸任上海市

足协主席一职， 但此后他的日常工作依

然非常繁忙。 “主要在忙两块，一是围绕

教育部的校园足球做些工作， 另一块依

然是足球青训。 ”朱广沪表示，既然还担

任着上海市足协顾问的职务， 就一定要

把事情做好，“对足球青训有帮助的事，

我一定全力支持。对于我来说，看到孩子

们从足球中获得快乐是最开心的事情。”

本次活动由上海顺晔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主办，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举办

这场全免费、公益性的亲子足球活动，初

衷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体验足球的快乐，

“因为参加名额有限，有很多报名的家庭

没能来到现场，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这个

活动成系统地办下去， 让更多家庭获得

体验足球快乐的机会。”本次活动还邀请

上海航空公司足球队和上海顺晔体育足

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以感谢在疫情

期间奋斗在一线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并安排湖北省足协青训总监李军、 湖北

籍著名球员王文华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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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一周观察

上海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2020 年上海

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青少年体育精英

系列赛游泳比赛上周六在东方体育中心

游泳馆开幕，来自全市 16 个区代表队的

1305 名运动员参赛。

这是疫情之后上海举办的首场市级

青少年游泳竞赛。由于疫情的特殊情况，

本届比赛将以往系列赛的四站比赛合并

成一站比赛进行， 同时将锦标赛与系列

赛相结合。比赛为期四天，于 9 月 12 日、

13 日、19 日和 20 日共举办 12 场比赛。

为确保比赛安全， 赛事组委会成立

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上海市游泳协会

提前部署竞赛工作，8 月 27 日就组织各

区代表团负责人召开竞赛工作会议，将

防疫要求落实到位。在人员控制方面，按

照上海市体育局要求，包括官员、领队、

教练、裁判在内的所有参赛人员，都提前

填写了参赛承诺书。 参赛运动员检录工

作设置在外场， 检录完成后才能由竞赛

工作人员带入内场候场与比赛。 值得一

提的是， 比赛赛程按照参赛选手的年龄

段进行编排， 让完赛选手能及时离开赛

场，进一步减少场馆内的人员聚集。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主办，上

海市游泳协会承办，上海久事体育产业

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东体场馆分公司

协办。

“超萌武娃”评选上海站落幕
本报讯 首届“超萌武娃”武术文化

传播小使者评选上海站上周六在上海陆

家嘴中心 L+MALL 落幕 。 经过层层闯

关，七名小选手脱颖而出，将于下月代表

上海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本次评选由国际武术联合会、 全国

学校体育联盟、上海市体育局、共青团上

海市委员会作为支持单位， 由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上海

市青年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武术协会承

办。 活动面向 5 岁至 12 岁青少儿，设上

海、浙江、江苏、安徽和山东五个分站，通

过首创的 “武术+才艺 ”选拔方式 ，展现

新时代青少儿精气神，共筑武术新未来。

上海站选拔历时两个多月，分海选、

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分站决赛中，

由武术名家、国际裁判、主持人等组成的

专家团评审团，从武术技术、艺术表现、

传播等多个维度，对 50 名小选手的现场

表现进行评分。最终，获得上海站前五名

的小选手与线上投票人气最高的两位小

选手，携手晋级下月举行的总决赛。在第

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顺利举办一周年

之际，他们将与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山

东的小选手同场竞技，争夺“超萌武娃”

武术文化传播小使者的称号。 （北边）

女超联赛榜首战上演“全武行”

冲突双方俱乐部公开致歉

本报讯 （记者谷苗）多名国脚云集，

分列积分榜前两位，上周六，上海女足与

武汉女足的对决， 本是女超联赛开赛以

来为数不多的看点。然而，一场大规模的

暴力冲突， 让备受关注的榜首之战最终

演变成丑陋的“全武行”。 对于事件造成

的恶劣影响， 冲突双方俱乐部昨天分别

公开致歉。

受疫情影响， 本赛季女超采取赛会

制，第一阶段为单循环赛，一共九轮，排

名前四的队伍进入争冠组。前六轮战罢，

上海女足以全胜战绩高居榜首， 王霜领

衔的武汉队以 5 胜 1 平紧随其后。 双方

在第 7 轮展开强强对话， 状态更佳的武

汉队上半时就两球领先，并在第 88 分钟

以 3 比 0 锁定胜局， 反超上海队登上积

分榜首。

眼看胜负悬念已定， 激烈的拼抢场

面却在补时阶段火爆升级。 第 91 分钟，

武汉队员防守拦截动作较大， 引发上海

队不满，双方球员纠缠在一起，主裁亮出

两张红牌各打五十大板，才将冲突平息下

来。 仅仅 3分钟后，上海队外援卡米拉因

犯规被主裁直接红牌罚下，情绪失控的她

向对方球员挥拳报复。这一极不理智的举

动引发两队激烈冲突，双方替补球员和部

分教练员、工作人员也卷入其中。

尽管比赛匆匆结束， 但冲突的视频

片段迅速传播，影响持续发酵。 昨天，两

家俱乐部分别就此事发布致歉声明。“因

受新冠疫情影响， 本次女超联赛在中国

足协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得以开赛，来

之不易。 我俱乐部深刻认识到， 尊重规

则、尊重比赛、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是足

球运动本身对所有参与者的要求， 我们

有义务来共同维护比赛秩序和来之不易

的足球发展环境。”上海女足在声明中对

违纪行为作检讨,“对于本场比赛我俱乐

部个别队员不冷静的违纪行为， 我俱乐

部向赛区表示深刻检讨， 相关违纪队员

已对其违纪行为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们

将严格按照《队纪队规》进行处罚。 ”

武汉女足也在声明中致歉：“因俱乐

部管理不严， 导致个别教练员和运动员

出现冲动违规行为，让广大观众失望，辜

负球迷希望，给女足形象抹黑，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事情发生后，武汉市体育局和

武汉市足球协会当即对俱乐部提出严肃

批评， 并责成俱乐部必须对个别教练员

和运动员进行严厉处罚。为此，武汉车都

江大俱乐部的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郑

重向社会各界表示深深歉意， 并向全国

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对不起！ ”

两家俱乐部均表示，将深刻反省，吸

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球队的教育，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全新战术体系让武磊很受益
贡献一粒进球一次助攻，助西班牙人队获西乙开门红

武磊没有让自己的支持者们等待

太久 。 在昨天凌晨进行的 2020-2021

赛季西乙联赛首轮较量中，武磊用优异

表现帮助西班牙人队以 3 比 0 完胜阿

尔瓦赛特队，取得开门红。

第 14 分钟， 米格隆右路传中被阿

尔瓦塞特门将扑出，门前的武磊用腿一

挡， 正好将皮球碰到了队友梅伦多面

前，后者大力抽射得手。 第 26 分钟，西

班牙人队前场任意球开入禁区，队长大

卫·洛佩斯头球摆渡， 跑动到位的武磊

直接凌空抽射破门。 一次助攻、一粒进

球，武磊堪称西班牙人队此役获胜的头

号功臣。

更让人期待的是武磊在球队新帅

维森特·莫雷诺打造的全新体系中所肩

负的职责。 在昨天的比赛中，出任左边

前卫的武磊在上半时更像一名前锋，尽

一切可能冲入对方的禁区寻找机会。易

边再战，他又担负起了中场组织和调度

的责任。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一幕发生在

第 49 分钟， 西班牙人队一次颇有威胁

的进攻便以武磊为核心展开，中国球员

通过三次触球所展现出的拿球和分球

能力令人眼前一亮。 显然，莫雷诺愿在

比赛中给武磊更高的自由度，让他能在

几个攻击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不同特点。

西班牙媒体《阿斯报》赛后给予武

磊很高评价，“这名中国前锋很有天赋，

他打进了球队的第二粒进球。虽然他出

任左前卫，但是活动范围很自由，就像

鲁比执教时期的塞尔吉奥·加西亚一

样， 武磊给左后卫迪达克留出了空间，

这样他就可以随时进一步前插。 ”

能在西乙联赛首轮用进球和助攻

帮助球队获胜，武磊当然非常开心。“西

乙联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赛季也是一

个很漫长的过程，能有一个好的开局对

于整个赛季都将非常重要，这场比赛拿

下之后，我们对整个赛季都会有更好的

自信心。 也希望在联赛的开局阶段，我

们可以赢下更多比赛。 ”而在谈及自己

的表现时，武磊特别提到了主帅给他安

排的新职责，“这场比赛我们始终掌握

着主动权，非常开心自己能进球，更重

要的是球队取得了胜利。另外球队现在

的战术体系也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这种

安排能把自己的特点都发挥出来。 ”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法理胜情理，正是CBA改革的意义
山东男篮顶薪签约丁彦雨航，闹剧终以和解收场

再过一天，随着本土球员注册截止日

的到来，史上人员流动规模最壮观的CBA

?赛期就将告一段落。一笔笔意料之外的

签约相继达成， 冲击着联赛原有格局，但

其中的任何一笔都无法与丁彦雨航于上

周四夜里抛下的“重磅炸弹”相比。

是夜， 正值丁彦雨航的 27 岁生日，

这位前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通过社交媒体

发布长文， 讲述了自己与东家山东男篮

过去两年间的是是非非。 两年内工资分

文未取， 两次手术费用均自行承担， 丁

彦雨航以沉重的语调唤醒外界的关注，

一时间舆论的刀剑悉数指向山东男篮。

翌日， 后者就其中的四大关键环节予以

回应， 舆论进而反转。

剑拔弩张的氛围早已弥漫， 一场旷

日持久的 “互撕” 戏码眼看就要上演。

可就在昨日， 却又传来了山东男篮将以

顶薪与丁彦雨航签约的消息。

外界对丁彦雨航的态度反转， 原因

很简单———他与自己的团队在某些重要

问题上刻意回避了关键事实 。 2018 年

季后赛， 尚在山东队效力的丁彦雨航冒

着影响职业生涯的风险打封闭出战； 此

后两年， 他两度接受手术共用去 200 万

元， 而山东队未承担任何费用。 以上皆

为事实， 但当事人并未提及， 自己做的

是膝盖手术， 而当初打封闭则是因为大

腿韧带拉伤。 这一事实或许还能以 “无

法证明两次受伤是否存在关联” 予以解

释， 但至少在第二次手术时， 丁彦雨航

已与 NBA 发展联盟球队得克萨斯传奇

队签约， 山东队既无义务也无必要负担

其手术费用 。 更何况 ， 传奇队老板马

克·库班此前已承诺对于小丁的手术开

支负责到底。

丁彦雨航事件其实远不如看上去那

般复杂， 他与山东队的核心分歧就在于

合约金额 。 丁彦雨航希望其新约的薪

资， 与其当初离开 CBA 时的税后 1400

万元持平。 抛开其如今的状态是否值得

这一待遇不谈， 在当下这个特殊时间节

点， 丁彦雨航的心理价位纯属奢望。

在长文中， 丁彦雨航提及自己与山

东队的合约已于今年 8 月底到期 。 显

然， 这是合同原本约定的到期日， 但在

2018 年当小丁拿着澄清信与传奇队签

约时 ， 他与老东家的合约就已宣告终

止。 证明球员的自由身， 这就是澄清信

存在的意义 。 只不过基于 CBA 的特殊

政策， 若丁彦雨航他日归国， 需与山东

队再签两年合约。 此举旨在鼓励各队放

行球员赴美追梦， 只有在东家主动放弃

的情况下， 优先续约权才会随之消失。

真正的问题在于 ， 若双方再度签

约， 究竟是延续上一份合同， 还是洽谈

新合同 ？ 在联赛推出税前年薪人民币

800 万元的顶薪上限前， 这更像是一个

哲学问题， 但如今却会导致截然不同的

现实差别———若是前者， 小丁仍有权延

续此前的天价年薪； 如若不然， 则必须

严格按照如今的顶薪上限签约， 实际到

手的年薪差价接近千万元。 从 “优先续

约权” 的字面意思就不难看出， 丁彦雨

航回归 CBA 就必须选择山东 ， 方式则

是签订一份新合约。 然而， 在小丁团队

的想法里， 似乎新合约就该是延续原有

合约。 某种程度而言， 双方的分歧就在

于对这一规则的不同解读， 而解读的角

度则源于各自不同的利益。

丁彦雨航真正的 “不幸”， 在于其

签订合同的时间点恰好赶上了新政面

世。 事实上， 他去年上半年就已回国。

然而旅美期间， 小丁与山东队的关系并

不密切， 后者则经历了主要赞助商的变

更。 新东家西王集团与丁彦雨航交集寥

寥， 进一步导致了双方始终未能及时达

成续约， 进而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丁彦

雨航的沮丧情绪是人之常情， 尤其考虑

到此前一段时间还传出了山东队与多队

接触、 有意将其 “抛售” 的消息。

然而法理战胜情理 ， 这就是 CBA

改革的意义， 并不因为丁彦雨航曾带给

球迷的那些动人记忆而妥协。 只有建立

一套一视同仁的成熟规则， 职业化才有

落地的基础。 公平地说， 在丁彦雨航很

可能下赛季也无法复出的情况下， 山东

队能奉上顶薪至少绝对算不上冷血。 更

何况， 面临收入大幅下滑的不止伤势恢

复情况不明的丁彦雨航一人， 从周琦、

郭艾伦到易建联， 联赛一线球星的年薪

大多为千万级， 只要当前合约到期， 他

们的下一份合约金额就将断崖式下降。

800 万元年薪的顶薪上限 （这一数

字会随着联赛收入变化而每年调整） 是

否合适暂且不谈， 至少这一制度对于规

范 CBA 原本混乱不堪的薪资体系 ， 作

用显而易见。 过去， CBA 公司在赛季前

向外界公布的球员注册信息仅仅是各队

的球员姓名 ， 而如今 ， 球员的合同类

别、 年限均首次以透明的方式呈现， 避

免了任何一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而煽动外

界情绪 。 翻看 CBA 公司此前发布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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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注册、 报名管理规定》， 每一合同

的类别、 规则被阐述得清晰、 明了， 条

文越是细化， 就越不易因对同一规则的

不同解读而引发争议。

一次助攻、一粒进球，武磊（左一）是西班牙人队获胜的头号功臣。 东方 IC

美网七轮比赛， 大坂娜奥米分别佩戴印有不同名字的口罩出赛， 以表示对种族平等的支持。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