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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者

主编/谷 苗

本报讯 （记者吴姝）在10月24日

公布的ATP最新排行榜中，张之臻名

列男子单打第97位，成为首位跻身世

界前100位的中国大陆球员。中国几

代网球人的夙愿得以实现。

凭借在ATP250赛事那不勒斯站

闯入八强的战绩，刚满26周岁的张之

臻得以闯入世界前百。当地时间10月

20日，张之臻一日双赛，赢下三盘抢

七，挺进八强。首轮比赛因场地湿滑中

断，在20日举行的补赛中，张之臻挽救

5个盘点以2比0战胜福索维奇。随后

他迎战世界排名第37位的巴埃斯，首

盘抢七以7比6惊险获胜，第二盘又打

到抢七，张之臻在第5个赛点时把握住

机会，以7比6击败阿根廷选手，挺进八

强。在21日举行的1/4决赛中，这位上

海选手未能更进一步，负于美国选手麦

克唐纳无缘四强。不过，八强的成绩已

让张之臻提前锁定世界前100的排名。

从2012年步入职业网坛，到2019

年成为中国网坛“一哥”，再到如今闯入

世界前100名，张之臻用十年时间实现

了中国几代网球人的梦想。2019年11

月，张之臻排名升至第139位，刷新吴

迪所保持的中国大陆男单球员最高排

名纪录（第140位），本以为他很快就有

机会冲击前百位的门槛，但随后两年因

为疫情打乱了网球赛程，张之臻的世界

排名上上下下，起伏不定。本赛季，张

之臻从年初的300名开外起步，到9月

跻身世界前130名，此后更是不断刷新

个人及中国大陆男子选手的最高世界

排名。

今年美网，张之臻携手吴易昺一起

从资格赛突围，这是他继2021年温网

后第二次跻身大满贯正赛。只可惜，正

赛首轮他错失7个赛点，无缘创造中国

男网大满贯正赛首胜的历史。此后，张

之臻转战ATP巡回赛赛场，连续三站

均从资格赛闯入正赛，ATP500赛事阿

斯塔纳站入围十六强，ATP250赛事佛

罗伦萨站跻身三十二强，那不勒斯站

更是名列八强，张之臻由此实现了自

己的目标。正如他在那不勒斯站跻身

八强后所言：“第一次进前100位是我

的一小步，也是我们 （中国男网） 的

一大步。”

跻身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实现中国网球人的夙愿

张之臻的一小步，中国男子网球的一大步

张 之 臻 用 十

年时间实现了中

国几代网球人的

梦想。

视觉中国

过完17岁生日三天后，中国霹雳女

孩（B-girl）刘清漪收获了一份更珍贵的

礼物——在10月22日晚于韩国首尔落

幕的2022年霹雳舞世锦赛上，她为中国

队摘得史上首枚霹雳舞世锦赛银牌。

从无名小将到世锦赛亚军，从不为人知

到登上领奖台，无论对于刘清漪个人还

是对于中国霹雳舞运动而言，这枚奖牌

都意味着一次质的飞跃。

作为融合了城市化、艺术性、潮流

感等特点的新兴运动，霹雳舞是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霹雳舞

世锦赛此前共举行了两届，2019年首届

大赛在南京举办，2021年第二届世锦赛

在巴黎夏特莱大剧院举行。今年，360

余名霹雳男孩和霹雳女孩齐聚韩国首

尔，出战为期两日的1V1对决。

首个比赛日诞生男女三十二强，次

日的赛程更为密集。作为11名参赛的

中国队运动员之一，刘清漪状态神勇，

一路强势晋级——三十二强赛2比0击

退东道主选手；十六强循环赛以六轮2

比0的全胜战绩晋级八强；接着在八强

战中2比0完胜日本选手半井彩弥，刘

清漪与另外三名来自日本的B-girl一同

跻身女子四强。

日本在女子霹雳舞项目上具备极

强的集团统治力，四强名单中，两名

顶级B-girl的名字赫然在列——39岁

的卫冕冠军福岛亚由美以及首届霹雳

舞世锦赛 （2019年） 冠军汤浅亚美，

她俩代表了该运动的最高水平。尽管

被日本选手团团包围，愈战愈勇的刘清

漪冲破重围更进一步。在半决赛以2比

0淘汰日本选手津波古梨心后，她与23

岁的汤浅亚美会师决赛。在紧张的三轮

比拼后，刘清漪以1比2负于对手，屈

居亚军。

“决赛能与世锦赛冠军一起同台竞

技已经非常开心，我想先做好自己，然

后下一年再见。”刘清漪赛后表示，登上

领奖台令自己十分满意。去年世锦赛，

她在十六强循环赛中因小分稍逊比利

时选手，而与八强失之交臂。“这次世锦

赛的目标就是晋级八强”，刘清漪已经

超额完成了自己的赛前目标。

短短一年之间，刘清漪在各类比赛

中展露锋芒。去年全运会夺得女子霹雳

舞冠军后，刘清漪入选中国霹雳舞国家

队，正式开启巴黎奥运会的备战之路。

今年8月，在斯洛伐克举行的Outbreak

街舞大赛上，她一举夺冠；一个月后，

又在葡萄牙举办的WorldBattle比赛中

再次夺冠，时年16岁的刘清漪成为首位

获得世界霹雳舞顶级赛事冠军的中国

选手。

在登上世锦赛领奖台前，刘清漪刚

刚提前实现了另一个梦想。今年9月，

红牛街舞大赛（RedBullBCOne）主办

方宣布，刘清漪获得全球总决赛外卡，

成为首位被邀请直通该赛事全球总决

赛的中国女子选手。今年11月12日，

她将与全球顶尖舞者在霹雳舞的诞生

地纽约一较高下。从10岁开始接触街

舞的刘清漪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

跳舞头一年的时候，我的启蒙老师就告

诉我，BCOne是圈内最大的赛事，我希

望可以在19岁前参加，没有想到这么早

就实现了（心愿）。”

一年时间里，刘清漪实现了快速

成长，这也体现出中国队在霹雳舞项

目上的潜力。来自法国的前世界冠军

穆尼尔 · 比巴，目前是中国霹雳舞集

训队的主教练，他表示，“一年前，可

能中国队选手在霹雳舞项目上还不为

人知，但现在已逐渐在世界比赛中占

有一席之地。”除刘清漪外，中国队的

B-boy商小宇和B-girl郭朴也闯入了本

届世锦赛三十二强。比巴表示，“2024

年巴黎奥运会已经不远了，我们要保

持向前看，汲取经验和教训，全力以

赴，相信明年我们会做得更棒。”

从霹雳舞运动诞生的历史角度来

看，美国、日本、法国等属于强势集团，

而从巴黎奥运周期的成绩来看，来自加

拿大、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选手都斩

获过世锦赛的奖牌。自2020年国际奥

委会宣布霹雳舞入奥以来，各国家和地

区奥委会在这项运动中投入了更多的

精力和财力，这意味着2024年巴黎奥运

会的霹雳舞冠军之争将会更加激烈，结

果也更难以预测。

17岁小将为中国队摘得世锦赛首枚奖牌

刘清漪让中国霹雳舞看到奥运希望
■本报记者 吴姝

刘清漪为中国队赢得历史首枚霹雳舞世锦赛奖牌。 新华社发

能量饮料巨头奥地利红牛的联合

创始人迪特里希 ·马特席茨，于当地时

间10月22日病逝，享年78岁。

马特席茨于1984年创办了奥地

利红牛（RedBull），将能量饮料这一

概念引入欧美。奥地利红牛目前约占

据全球能量饮料38%的市场份额，而

马特席茨个人资产约为250亿美元。

奥地利红牛热衷于将市场营销与

体育结合在一起。该品牌创办或赞助

了大量极限运动，涉及翼装飞行、霹雳

舞、悬崖跳水等各个项目。这些感官

刺激极强的运动项目很匹配红牛饮料

与马特席茨个人的气质，他拥有飞行

员执照，很享受亲自驾驶猎鹰900商务

飞机和派珀PA-18轻型飞机。

从本世纪初起，奥地利红牛介入

F1领域，目前拥有红牛和小红牛两支

车队，红牛车队是如今F1最具竞争力

的车队之一，曾夺得四次车队总冠军

和六次车手总冠军。

从2005年起，奥地利红牛开始介

入职业足球运作。该公司先是收购了

所在地的奥地利职业俱乐部萨尔茨堡

队，并将自己的品牌直接植入俱乐部

名字里，这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

红牛集团的鼎力支持下，萨尔茨堡红

牛队成为奥地利足坛的绝对统治者，

并培养出哈兰德、马内等明星球员。

此后，红牛集团先后在美国纽约、巴西

布拉甘迪诺、加纳等地收购或建立起

足球俱乐部，并冠之以品牌名字，形成

了“红牛足球体系”。

2009年，红牛集团涉足德国足

坛，建立起莱比锡RB队，从第五级别

联赛开始打起，并在2016年5月实现

了升入德甲联赛的目标。近几个赛

季，莱比锡RB一直在德甲名列前茅，

是欧冠的常客，上赛季该队登顶德国

杯，夺得俱乐部史上首个大赛冠军。

尽管战绩颇佳，莱比锡RB是德国足

坛最大的争议点之一，大部分德国人

对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持保守传统理

念，认为俱乐部不应为资本所控制。

而红牛恰恰成为反面典型，该集团一

直以打擦边球的方式规避德国足球界

诸多的保守规则，如对外号称队名中

的“RB”是德语“RasenBallsport”的缩

写，意为“草地球类运动”。

马特席茨为人强势，在公司内部

拥有权重极大的话语权。在他去世

后，奥地利红牛会如何发展，为外界所

好奇。马特席茨拥有奥地利红牛49%

的股份，另外51%则属于已故泰国商

人许书标的家族。在年轻时出差泰国

品尝到泰国红牛饮料后，马特席茨才

有了涉足能量饮料业的念头，因此初

创奥地利红牛时，马特席茨与泰国红

牛（KratingDaeng，泰语意为“红牛”）

拥有者许书标各拥有49%股份，另2%

属于许书标之子许书恩。奥地利红牛

主攻欧美市场，并以碳酸饮料为发展

方向，口味不同的泰国红牛则主攻东

南亚和东亚市场，许氏家族不参与奥

地利方面的经营。马特席茨去世后，

奥地利红牛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性。

能量饮料巨头创始人去世

■本报记者 沈雷

本报讯 （记者谷苗）体彩超级大
乐透第22119期近日开奖，全国共开

出九注一等奖。上海购彩者收获其中

一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单票奖金637

万余元。

大乐透第22119期前区开出号码

“01、09、16、25、29”，后区开出号码

“04、09”。当期全国销量为2.65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573万余

元。开出的九注一等奖中，两注为追

加投注一等奖，奖金1148万余元（含

510万余元追加奖金），分落江苏苏州

和浙江嘉兴。七注为基本投注一等

奖，分落上海宝山、安徽安庆、贵州黔

西南、黑龙江哈尔滨、江苏盐城、天津

北辰和云南昆明。

属于上海的这份超级幸运，出自

宝山区祁连山路体彩编号为“15716”

的体彩销售店，中奖者是一位中年体

彩迷，购买体育彩票十余年。

据悉，为回馈购彩者支持，上海体

彩正在开展“大乐透秋季大回馈”活

动，活动时间将持续至今年11月30

日。凡其间购买大乐透游戏单票金额

达15元及以上，有机会获得大乐透游

戏10元随机彩票1张。

沪购彩者获大乐透头奖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北京时间
10月18日凌晨，2022年金球奖揭晓，

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的法国前锋本泽

马首度荣膺该奖项。

今年金球奖评选以欧洲主流联赛

的跨年度赛季为评选时间段，而不再

是自然年。上赛季，本泽马代表皇马

出战46场攻入44球，并送出15次助

攻，他在欧冠贡献15球，是皇马登顶

欧冠的最大功臣。此外，本泽马还代

表法国国家队出战10场比赛，贡献6

球和1次助攻。

《法国足球》杂志于1956年创办

金球奖，一度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足

球先生评选，1995年起该奖项得主从

欧洲球员扩大为在欧洲踢球的全部球

员，2007年起升级为全球奖项。自

2008年起的14次金球奖评选（2020年

因疫情取消），C罗和梅西包揽了其中

的12次，仅有的例外是今年的本泽马

和2018年的莫德里奇。

本泽马荣膺金球奖

“鲨向未来”的出征誓言犹在耳边，

备受期待的“大鲨鱼”已深陷困境。在昨

天举行的2022-23赛季CBA常规赛第6

轮较量中，上海男篮在一度领先17分的

优势局面下，被南京同曦加时绝杀，以

122比125吞下连续第四场失利。

在此之前，这支上赛季排名第三的

球队，已留下一连串尴尬时刻——首秀

迎战缺少阿不都沙拉木的新疆队，以18

分之差遭遇“开门黑”；对阵浙江稠州半

场崩盘，溃败33分改写双方交手最大分

差；面对重建中的广东队，以开局0比

10、首节13比40的迷失，挖下难以填平

的“天坑”；艰难赢下上赛季倒数第二宁

波队，也曾在上半时落后多达17分……

新赛季CBA六轮战罢，仅交出1胜5

负的答卷，不论战绩排名还是比赛内容，

上海男篮的表现都令人跌破眼镜。拥有

堪称豪华的阵容配置，却未能产生期待

中的化学反应，常规赛第一阶段仅剩三

战，如何尽快游出泥沼，“大鲨鱼”亟需找

到前行方向。

磨合有待提速

能否最大限度兑现账面实力，通常

是决定一支球队成绩走向的关键。从这

个维度而言，本赛季的上海男篮俨然成

为“反面教材”。与光鲜阵容毫不相称的

糟糕战绩，成为球队饱受诟病的焦点。

一手“好牌”却打成如今这般尴尬局面，

着实令人大失所望。

显然，休赛期大刀阔斧的阵容调整，

尚未实现“补强”的理想效果。从内援丁

彦雨航、闫鹏飞到外援比斯利、特林布

尔，以及被寄予厚望的00后新星们，表

现或多或少都与期待值有所差距。反倒

是重组阵容造成的磨合缺失，残酷而直

接地反映在比赛场上。关键时刻粗糙的

细节处理、彼此间松散的呼应配合、不见

起色的失误控制，成为球队屡遭败绩的

主要原因。在已经结束的六场比赛中，

上海男篮场均失误高达21.2次，是联盟

20支球队中失误最多的三支球队之一。

此外，28.8%的三分球命中率和67.1%的

罚球命中率也都位居倒数行列。

正如主帅李春江在出征前所担心的

那样，休赛期极为有限的合练时间，让球

队的磨合“欠账”不少。王哲林、任骏威

随国家队海外征战，李添荣、刘正清、刘

礼嘉等年轻球员同样参加了国字号球队

的训练和比赛，加上新引入的几位内外

援均到队时间较晚，留给上海男篮整体

调试的时间寥寥，效果自然难尽人意。

弥补磨合“欠账”，需要时间和耐

心，更需要团队的斗志和共同努力。“我

认为，输球并不可怕。赛季才刚开始，

球队的磨合还没有完全到位。”身为冠军

教头，已然听到“下课”声的李春江，

依然在公开场合保持淡定，“在常规赛的

漫长过程中，需要大家沟通配合，才能

逐渐进入状态，慢慢适应强度。相信大

家通过总结，能在后面的比赛一步一步

慢慢调整过来。”

“纠错”事不宜迟

对寄望于“慢慢调整”的李春江和上

海男篮而言，常规赛扩容至42场，或许是

利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联赛刚刚开局，

“大鲨鱼”已被迫启动裁员程序，外援比斯

利和富兰克林双双成为“动刀”对象。

从CBA联盟的技术统计来看，外援

依旧是各队得分的重要依仗，亦是左右

球队成绩的重要变量。休赛期里，上海

男篮在留用上赛季外援富兰克林的同

时，引入曾在CBA有过众多高光时刻的

比斯利和土耳其联赛“得分王”特林布尔，

单从账面能力和知名度来看，如此配置的

确颇具想象空间。不料，现实远比预期骨

感，这个承载着众多期待的组合，不仅没

能展现独揽大局的个人能力，甚至合演出

三名外援“没水喝”的尴尬局面。

三人当中，最令人失望的当属名声

最响的比斯利。尽管随着年龄增长，能

力下滑在所难免，但出于其贵为NBA榜

眼的天赋以及对CBA联盟的熟悉程度，

球队和外界对他的期待远不止场均11.5

分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身为一名职业

球员，比斯利的乖张性格和怪诞举止，已

对球队整体氛围和战术体系产生了负面

影响。与浙江稠州一役，无视主帅李春

江布置战术，自顾自宣泄情绪的一幕，便

是他在场上屡屡失控的缩影。

同样是新援，特林布尔的表现算是及

格，但攻坚能力与预期仍有不小差距。至

于上赛季曾为球队立下战功的富兰克林，

因自身实力的急剧下滑，已难以应对愈发

激烈的场上竞争，离队不过迟早的事。

昨日一役，同曦队外援皮特森在最

后2.8秒完成绝杀，不仅让“大鲨鱼”吞下

又一场连败，也给球队失败的引援伤口

又撒上一把盐。仅仅六场比赛，引入比

斯利和留用富兰克林便被证明并非成功

选项，从引援工作的合理性而言，如此决

定值得反思。与此同时，考虑到更换外

援的时间成本，以及新一轮的磨合周期，

“纠错”的确事不宜迟。

加时赛遭绝杀吞下四连败，新赛季1胜5负暂列倒数第三

上海男篮亟需找到前行方向
■本报记者 谷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