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网止步八强张帅奇迹终画句号
教练刘硕看台上落泪讲述师徒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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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

奥林匹克公园已近完工

3 场澳网资格赛，5 场大满贯正赛，中国的张帅
终于停止了脚步。留在澳网的，是她拿下正赛第一
轮胜利后抑制不住的泣不成声。
镜头一转，澳网的球员看台上，教练刘硕，一个
身高 1.8 米的大老爷们也哭了个稀里哗啦。只有这
师徒俩才知道，这期间经历多少次动摇、挣扎，甚至
想放弃。
今年 38 岁的刘硕来自云南昆明。他 12 岁进
入云南省网球队，从省队到国少队、国青队、国家
集训队，刘硕曾被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男子单打
选手之一。
他与队友杨净竹、张云虹被称作“云南网坛三
剑客”，联手夺得过全国锦标赛团体第三、全运会团
体第五的成绩。
退役后的刘硕一直在国少以及国青担任教练，
2010 年，国家队调整后，刘硕与张帅开始了师徒搭
档的关系。那时的刘硕，说实话并没有太多教练的
积淀，但他的目标很大。他给张帅制定的目标，是
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彼时的张帅，是当年四朵金花之外，小花中成
绩最好的。挂靠在实力雄厚的天津队麾下，张帅
吃喝不愁，每年还能在国内大奖赛上拿到不错的
名次。
但刘硕希望，张帅的眼界可以更开阔些。当时
的奥运会要求，选手的世界排名要到 50 位左右，张
帅当时排名第 73 位。为了快速提升排名，
刘硕说服
张帅，
飞往世界各地去打比赛。
那是张帅第一次尝到职业化赛圈的味道。
旅途奔波不说，从时差、场地到饮食的各种不适
应，张帅找不到国内连胜的感觉。打一站比赛才
拿到几百美元奖金，还“打不平”训练、住宿和吃
饭的开销。

压 力 陡 增 ，让 本 来 就 内 向 的 张 帅 变 得 不 自
信。连教练刘硕也开始怀疑自己，
“ 我是一个年
轻教练，选赛经验不多，特别想在大的比赛中拿大
分，有些操之过急，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看得出，这是一个菜鸟教练带着菜鸟尝试单飞
的过程。这样的故事在职业赛圈很多。不少师徒
组合选择分道扬镳，
好在这两人坚持了下来。
2012 年，张帅还在世界前 100 外徘徊，刘硕却
有机会执教国家队其他球员。刘硕的选择是拒
绝。他告诉张帅，他看得到她内在的潜力，希望和
她一起把潜力发掘出来。
那时的张帅，仍处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
位 。 李 娜 是 中 国 队 的 头 号 花 旦 ，彭 帅 是 天 津 队
的当家一姐，张帅作为天津队女二号，日子倒也
舒服。
但刘硕给张帅画了一张更大的饼：单飞。除了
昔日中国女网四朵金花，还没有哪个小花敢于迈出
这一步。毕竟时任国家网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曾下过断语，
排名50名之前别出去，
养不活自己。
2013 年全运会上，北京青年报记者和刘硕聊
天，他又一次说到那时他是怎么鼓励张帅的，
“我说
张帅，你这几年打球也攒下不少钱了，但你就想这
样结束你的网球生涯吗？你现在不出去看看，体会
什么是职业网球，
以后就再也出不去了。
”
单飞的经济压力，刘硕也帮张帅盘算好了，
“你
有没有勇气，把你现在攒的奖金拿出来当做投资。
从现在开始，
出去，
靠自己打球？
”
说这话的背景是张帅在当年的全运会上早早
出局，状态差得甚至让对手不知所措。但刘硕那种
不知从哪里来的自信，给北青报记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刘硕的这张大饼把自己也画了进去。2012 年
底张帅付诸行动，而刘硕为了张帅，也放弃了体制
内的岗位，
就此成为张帅的专职教练。
刚开始单飞，张帅就体会到自己太需要钱了。
2013 年张帅和北青报记者聊起来，
还有底气，
“今年
冬训去美国，就是刷自己的卡。觉得也没什么，信
用卡嘛，
以后打比赛挣了钱，
慢慢还呗。
”
后来事情严重了，一轮游才 300 美元的奖金，
不够房费，别说两人的机票了。但刘硕说，不要考
虑钱，
“ 我告诉她，自己可以一年不拿工资，我相信
她能够打出来。
”
除了光干活不拿钱，刘硕还负责了订机票、签
证、订酒店，想尽办法能省就省。弟子没钱雇不起
大团队，
刘硕教练、助理、体能师、理疗师一肩挑。
你以为这就完了？刘硕更重要的工作是心理
疏导。
“我现在安慰人可有一套了。为了鼓励她，我
每次都要想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故事安抚她
的心情。
”
比如，
“ 张帅，你就是命硬，每次抽签都遇到这

么强的对手。但总有一天你得到的掌声和鼓励都
要比别的人来得更多。”一次冲击大满贯失败后，刘
硕这样说。
比如，
“张帅，没有关系，以我对你的了解，要么
你就不赢，要么你赢绝对不止一场，你会一直赢下
去。
”
又一次冲击失败后，
刘硕这么说。
每一次输球后，从观众席走向球员区时，刘硕
心里都在盘算，这次该怎么安慰张帅？
“ 输得多了，
有时候自己说出安慰的话都没有底气。”刘硕承认，
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张帅是否会成功。
“但我要是再不坚定，
张帅要怎么办？
”
唯有励志。每次逛机场，刘硕都看看励志的好
书，再推荐给张帅。一次参加亚洲教练员论坛，碰
到昔日名将斯里查潘，刘硕询问斯里查潘在成为
TOP10 选手前，
经历低谷时如何调整。斯里查潘告
诉刘硕，最重要的是自己和教练都要有坚定和积极
的信念，否则长期的消极，一定无法扛过最艰难的
时候。
刘硕把斯里查潘的话记在纸上，并用手机拍下
来发给张帅。刘硕的英文不好，但是总结、归纳能
力很强。这些顶尖运动员调节心理的方法，给了张
帅不少帮助。
这次在澳网，媒体纷纷在听了张帅口中蹦出
的金句后“绝倒”。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张帅熬制的
“心灵鸡汤”。但这些鸡汤很多都是刘硕灌输给张
帅的。
难得的是刘硕并不居功。2013 年他就说过，
未来张帅水平上去了，他一定让贤，
“我不会让自己
的能力差距拖累张帅。
”
2014 年曾担任李娜、莎拉波娃教练的托马斯，
就是刘硕主动接触后，
短暂加入张帅团队。
2014 年年底，李娜昔日教练卡洛斯曾对张帅
进行了短期冬训指导，
也给她带来技术上的飞跃。
这么多年坚守，无论张帅还是刘硕，当得起“不
容易”这仨字。1978 年出生的刘硕，儿子 8 岁，却一
直没有怎么陪伴过，
包括两次骨折，
刘硕都在外地。
这次澳网前，刘硕放假去陪儿子，把张帅放到
天津队进行冬训。之后他还在微信中调侃，幸亏张
帅这次没跟着我练，
终于突破了。
澳网八强，这对张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
是刘硕在自己教练生涯中重要的一步。刘硕说，他
看到网上骂他的多了，说赶快换教练的更多，有的
还说中国教练就是不行。
“但是张帅一直说，我要证明我的教练是优秀
的，外国教练也许很好，但不一定适合我。我也想
告诉我的同仁，咱们中国教练也很优秀。现在有
很多排名 100 多的中国选手，也是中国教练和中
国网协带出来的。”如今刘硕也喝上了张帅熬的
“鸡汤”。
文/本报记者 褚鹏

“现在退役？我不甘心”

预选赛 3 胜，正赛 4 胜，张帅的澳网童话，昨天
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止步。两盘不敌英国新秀
孔塔后，张帅在赛后温情拥抱对手，送上祝福。这
是张帅头一次不再沮丧地结束一站大满贯赛事，她
更不必急着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了，
“现在
再说退役，
我就有些不甘心了。
”
张帅说。
澳网大赛连打 8 场，张帅的疲惫让所有人看在
眼里。
“身体哪儿有伤？哪儿哪儿都不怎么样了，没
什么好的地方了。”张帅笑谈。她说，大满贯打到现
在，球员们都在靠意志力坚持着，
“大家的身体都疲
劳。胜利就是最好的补药。
”
虽然付出代价不小，张帅开心自己能够拼到现
在，
“如果第一轮就出局，可能身体哪儿都没伤。这
次能从预选赛打到现在，我还是看到了自己努力的
结果。因为从前的我，根本达不到在这样激烈的比
赛中坚持 8 场的能力。
”
说起自己的体能，张帅说，要谢谢这次
帮助她的体能师，
“体能师是第一次来澳网，
他问我，这澳网有多少签位，我说，预选赛
96，正赛 128，他想了想，行，那咱们至少进
前八。
”
“还有在日本，他说，咱拿冠军。我都没
敢想，去年一年都没拿冠军。我觉得自己的
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14 次不胜也是不
可思议的。现在连胜了这么多场也是不可
思议的。很开心。
”
张帅说，她感谢体能师的帮助和神奇的
预测。她说，现在之所以不再想退役的事，
是因为觉得不甘心，
“如果退役了，会成为所
有人的笑柄。我不想。也不想在教练、体能
师、医生、球迷为我努力之后，因为我的放
弃，
留下遗憾。这成了我再坚持下去的理由。
”
在逆境中，每一个坚持的理由都是那么宝贵。
而在熬过低谷后，得到的奖赏也格外丰富。比如奖
金，张帅在 2015 年全部奖金仅为 178144 美元，约
合 117.2 万元人民币，而此次澳网八强奖金就是 40
万澳元，约合 183.5 万元人民币。这也是张帅职业
生涯收获的最大一笔赛事奖金。
比如收到费德勒的祝福。
“刚刚看到费德勒，他
对我说，特别为我开心，也祝福我，说我干得很好。
得到了球王偶像的祝福，那种感觉比赢球还高兴。”
谈到偶像，张帅的两只眼睛直冒金光，
“费德勒
人特别好，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和
他拍了张合影，后来他每次见到我都能认
得我，
跟我 say hi！
。
”
比如排名飙升。张帅排名从
赛前的第 133 位，已经来到第 64
位，超越郑赛赛，成为中
国女选手中排名最高

的。
“ 现在我真的可以享受网球了。因为排名高了，
很多比赛我可以打上正选了。
”
打消了退役的念头，张帅说，她会从澳洲转往
美国，接受进一步训练，
“我需要一段时间，安静下
来，好好思考一下人生。澳网之后，我的想法跟澳
网前有些差别了。未来的路怎么走，包括从前的赛
事安排也要调整。我想看看我能够再打多高，我对
未来还挺有期待的。
”
文/本报记者 褚鹏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电（记者 姬烨）2016 年里
约奥运会还有不到 7 个月即将拉开大幕，里约奥组
委 26 日公布了场馆建设进度月度更新，
其中作为赛
事核心区的巴哈奥林匹克公园已完工 97％，
比上月
提升了两个百分点。
2014 年巴西世界杯足球场馆建设普遍延期，
一些当初承诺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项目甚至至今仍
未完工，这让巴西办赛能力饱受质疑。不过，里约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场馆建设给人感觉更靠谱些。
尽管近期里约市政府先后因施工方违约而解除了
奥运会网球馆和马术馆的施工合同，但奥运场馆建
设并未引发外界过多担忧。
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该市东南、东北、
西南和西北 4 块区域进行。其中，以“足球圣殿”
马拉卡纳球场为核心的东北部赛区，基本为现有
场馆，且经历了巴西世界杯的检验。东南部科帕
卡巴那海滨片区也将基本利用现有公共设施举
办比赛。
位于西南部巴哈新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将成为
奥运核心区，公园内共有 7 座新建场馆和 2 座现有
场馆，赛事期间将举办 16 个奥运项目和 9 个残奥会
项目，此外，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也坐落于
此。目前该赛区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97％，其中，
自 行 车 馆 加 快 了 施 工 进 度 ，从 上 月 的 76％ 升 至
80％；
游泳馆完工 97％，
工人已开始为泳池画线；
奥
运会篮球举办地里约人一号馆、奥运会手球比赛地
未来体育馆已全部完工，
其他场馆基本完成 90％或
以上的工程量。
临近巴哈奥林匹克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也在去
年完工，而将接纳约 14000 名运动员的奥运村（残
奥村）的施工进度也达到 97％。

全冬会

王冰玉复出担任一垒
新华社电（记者 符晓波 刘兵）第十三届冬运
会冰壶比赛27日继续进行男子、
女子循环赛。以哈尔
滨队替补队员身份参赛的前国家女子冰壶队队长王
冰玉在当天的比赛中上场，
带给冰壶迷不小的惊喜。
在女子冰壶第五轮循环赛中，
哈尔滨队在第六局
以7:2的比分战胜对手白山队，
提前结束比赛。担任
一垒首发的王冰玉在赛后表示，
对自己当天的表现较
为满意。
“因为刚刚复出，
体力和赛场状态都在恢复当
中，
队里安排了压力相对较小的一垒位置，
总体感觉
发挥还行，
跟四垒也完成了比较好的配合。
”
在紧接着
同上海队的第六轮比赛中，
哈尔滨队再次以8:2的大
比分获胜，
并以目前循环赛不败战绩位列第一。
在女子组其他比赛中，塔城队也有不俗表现，
在之前连输三场后，与乌鲁木齐队打出 8:0 的好成
绩，暂时位居第四。齐齐哈尔队、乌鲁木齐队分列
第二、第三位。
在男子冰壶循环赛中，哈尔滨队和齐齐哈尔队
分列第一、第二位，上海队、乌鲁木齐队、佳木斯队
并列第三。28 日是男子、女子冰壶项目最后一天循
环赛，将决出排名前四的 8 支队伍进入 29 日男子、
女子冰壶半决赛。

南山单板赛助热北京雪季
本报讯（记者 褚鹏）第 14 届红牛南山公开赛
日前如约在北京南山滑雪场举办，14 年里，南山也
见证了北京越来越高的滑雪热潮。
本届比赛吸引了更多国内滑雪爱好者积极参
与，
比赛当天就来了 4500 名雪友。预选赛当天现场
报名人数达 52 人，也比去年增加近一倍，年龄总体
呈现年轻化趋势，
而跨度则跨越了从 11 岁到 54 岁。
红牛单板公开赛为提高国内滑雪运动员和爱
好者的成绩，搭建一个与欧美等国际高水平滑雪运
动员沟通和切磋的平台。这次比赛除了正赛，参赛
滑手均参加了决赛后的 Big Air 果酱赛。虽然是
集体滑行的表演赛，各路好手仍旧拿出看家本领，
酷炫动作频频出现。来自挪威的选手蒂申多夫凭
借自创动作“未来后空翻”脱颖而出，获得 5000 美
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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