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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乒协主席，刘国梁何以再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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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懂球的胖子”
回来了。

12月1日上午，中国乒
乓球协会在北京天坛饭店
举行换届选举，第八届乒
协副主席、第九届委员会
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组长刘
国梁当选新一届乒协主
席。

从两年前突然卸任国
乒总教练到此次回归国乒
管理核心，刘国梁上演的
这出“王者归来”可谓众望
所归。

事实上，这样的戏码
人们从姚明、郎平等人的
身上已经看到过。而这背
后折射出来的，是我国体
育改革中“专业人做专业
事”的大方向。

王者归来并不意外

刘国梁2002年退役后
执起国家队教鞭，尽管雅
典奥运会痛失男单金牌，
没能给执教生涯开个好
头，但失败并没有阻挡他
和国乒前进的脚步，15年
间豪夺63个世界冠军，培
养出马龙、张继科等众多
顶尖选手，是他交上的执
教答卷。

骄人的成绩铸就了刘
国梁作为总教头的口碑和
威望，但2017年4月刘国梁
却突然“被卸任”国乒总教
练。一时间，各样的解读甚
嚣尘上，甚至在同年举办
的公开赛中多名国乒主力
队员因此退赛。

不过，“赋闲”近两年

后，刘国梁履新的消息打
破了体育总局内部权力斗
争的阴谋论。今年9月，中
国乒协成立第九届委员会
换届筹备工作小组，刘国
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这也让刘国梁担任新
任主席的消息显得毫不意
外，乒协改革进行时，上述

组长并非虚职，当时的报
道中提到，刘国梁任小组
组长同时主持协会工作。
两年多前，姚明在“入主”
篮协前同样是先担任了类
似的小组组长一职。

这胖子到底多懂球？

提到刘国梁王者归
来，并不单单指其担纲总
教头时的战绩斐然。

1990~2002年担任国乒
运动员期间，刘国梁屡屡刷
新自己的奖牌榜：获得包括
1996年奥运会男单/男双冠
军、1999年世乒赛男单冠
军、1996年世界杯男单冠
军在内的11个世界冠军，9
个亚洲冠军，19个公开赛

冠军。同时，这也使得刘国
梁成为中国男乒历史上第
一位大满贯得主。

至于刘国梁被戏称为
“不懂球的胖子”，源于一
段观战视频中，中国台湾
球友由于不熟悉刘国梁而
问道：“这个看似官员的胖
子是谁？肯定不懂球。”

而后，刘国梁在国乒
悍将面前炫技的视频蹿红
网络。

力促“专业人干专业事”

被讽刺“官员不懂
球”，其实也怪不得中国台
湾球友。中国体育管理制
度僵化守旧顽疾已久，国
家体育总局领导也曾在各
种场合强调要推进体育改
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
便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
业的事”。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
仲文自从2016年11月上任
以来，一直就给外界“不拘
一格降人才”的印象。苟仲
文上任后始终强调“专业

人做专业事”和扁平化管
理。其上任不到3年的时间
里，多名体育明星走上管
理岗位：姚明就职中国篮
协主席；花样滑冰名将申
雪成为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主席；著名击剑运动员王
海滨就职中国击剑协会主
席；短道速滑队总教练李

琰成为中国滑冰协会主
席；国足前队长肇俊哲担
任中国足协国家队管理部
部长。

副主席人数减半

促使体育总局大力改
革管理体制的，并非只有
领导层的理念和决心，现
实摆出来的成绩同样“功
不可没”。

姚明在男篮低谷期接
手篮协，上任后推进包括
红蓝双队竞争管理等大刀
阔斧的改革。10月刚刚结
束的亚运会中，中国男篮
触底反弹重回亚洲之巅，
决赛中上演大逆转战胜劲
旅伊朗队，扬眉吐气。

论实力和威望，刘国
梁堪称乒乓球界里的姚
明。回归之初，刘国梁就曾
表态要效法姚明：“他带领
篮球改革就做得很棒，我
还有很多新的东西都要摸
索与改进。”

就任乒协主席的第一
天，刘国梁就在演讲中透

露了两大改革措施：
从运动员层面的内部

竞争扩大到教练团队的优
胜劣汰和推陈出新，让教
练和运动员之间实现双向
选择；

成立球队内部的运动
员自我管理组织，对外与
国际接轨，对内能获得应
有的话语权，维护自身正
当的权益，获得自我发展
的空间———即建立教练员
运动员双向选择机制以及
成立运动员委员会。

此外，同天就任的乒
协副主席包括王励勤、张
雷、柳屹、高亚翔、李一冰。
乒协此前的副主席有十几
人之多，此番精简了一半
有余。

国乒屡尝败绩 张继

科归队

相比于足篮排羽，有
球迷乐观地认为被称为国
球的乒乓球其实改不改革
并不重要。因为对于其他
国家而言，中国在乒乓球
领域的统治地位不可撼
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职当天，刘国梁细数
目前国乒所面临的危机：我
们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的
严峻，最直观的是最近一年
来队伍的整体成绩出现了
明显的起伏和下滑。以日本
女队伊藤美诚为例，她在最
近半年与我们交锋13场比
赛中赢下了10场，但以往日
本女队主力福原爱、石川佳
纯等对我们的胜率还不到
20%。男队的老对手德国队
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17
年底的世界杯单打，奥恰洛
夫和波尔不但联手抢走了
我们保持了7年之久的冠
军，更是将中国挡在了决赛
门外。世界杯决赛没有中国
选手，这是自1999年以后的
首次。此外，日本华裔小将
张本智和今年对我们取得
了7胜6负的战绩，韩国张宇
镇对我们是4胜2负。

在备战东京奥运的征
程中，刘国梁称，国乒此前
应对过更为艰难的挑战，
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国
乒定能虎口拔牙。同时，他
还透露称，此前传闻因伤
退役的张继科目前已经归
队，“表示会继续拼”。

（据《北京青年报》）

亚洲最佳重返赛场 王霜自感有些不同
新华社消息 12月2日，4天前力夺亚洲足球小姐奖

项的中国球员王霜回到法甲赛场，跟随巴黎圣日耳曼在主
场收获胜利。赛后王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获奖后重
返赛场，个人信心方面有所提升，“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依靠下半场格拉斯与迪亚尼的两粒进球，巴黎圣
日耳曼在一场冬雨中以2∶0击败苏瓦约-夏朗德队，
联赛至今保持不败。参加完亚足联颁奖典礼返回巴黎
的王霜下半场替补登场踢了30分钟。

“球队每场比赛都很困难，但是一旦取得进球，对
球队的发挥会有一定帮助。”王霜说，“毕竟球队比较
年轻，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大家多少有点心态失衡。
上一场和这一场比赛都是下半场才取得进球，这需要
队里一些老队员带动年轻球员。”

这是王霜拿到亚洲足球小姐奖项后参加的首场
比赛。“好像有一点点不同。此次上场感觉自己还挺自
信的，也敢做一些动作出来。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这个奖项来得确实很及时。”王霜认为，个人状态目前
处于上升阶段，这让她感觉非常开心。

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将在9日的下一轮联赛中迎来
与巴黎FC的同城德比。两队上一次交手是王霜加盟大
巴黎后的首秀，当时她奉献了一记精彩的远射得分。

新华社消息 12月1
日，中国台球协会发布声
明称，中国台球运动员曹
宇鹏、于德陆因操纵比赛
结果并获取利益，各自被
处以在国内禁赛2年和10
年的处罚。

北京时间5月25日，世
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
（简称世界台协）宣布中国
旅英职业球员曹宇鹏、于
德陆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
临时禁赛。在历经6个月的
调查及听证会后，世界台
协12月1日宣布，于德陆承
认曾经在两年半的时间
里，先后在5项赛事的5场
比赛中打假球并获利，并
且有参与非法赌球、面对
调查人员撒谎和拒绝配合
调查的行为。曹宇鹏承认

曾在2016年的3场比赛中
作假，并有拒绝配合世界
台协调查的行为。

根据世界台协的相关
规定，于德陆被世界台协
禁赛10年零9个月，禁赛期
从2018年5月25日到2029年
2月 24日，同时需交纳
20823.8英镑（约合18.3万
元人民币）的罚款。曹宇鹏
被禁赛6年。其中两年半是
无条件被禁赛，另外3年半
时间是否继续被禁赛将取
决于他是否能为世界台协
的反腐活动提供协助。

中国台球协会同日发
布了《关于对曹宇鹏和于
德陆操纵比赛的处罚决
定》。声明称：“根据英国独
立法庭做出的裁决和中国
台球协会有关规定，经研

究决定：禁止曹宇鹏两年
内参加国内各项台球赛
事，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
至2020年5月24日；禁止于
德陆10年内参加国内各项
台球赛事，时间为2018年5
月 25 日 至 2028 年 5 月 24
日。”

声明中写道：“两名球
员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对
斯诺克这项运动和个人都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中国台球协会深感遗憾和
惋惜。在此，中国台球协会
再次告诫所有球员以此为
鉴，严守道德底线和职业
操守，自觉维护竞赛环境
的公平、公正和不容践踏，
自觉维护国家和个人形
象，刻苦训练、顽强拼搏，
为中国台球运动争取荣
誉。” （郑 直 朱 青）

曹宇鹏于德陆打假球被长期禁赛

曹宇鹏于德陆

刘
国
梁
王
者
归
来

刘
国
梁
︵
左
︶
在
当
选
新
一
届
乒

协
主
席
后
被
颁
发
聘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