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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真的来了

——神童张本智和获世界冠军之遐想
陈东瑞
在刚刚结束的韩国仁川国际乒联年终总决赛中，
日本 15 岁神童张本智和 4:1 战胜林高远荣获冠军。之
前，张本智和接连战胜张继科、马龙、樊振东、林高远
等多名超一流国乒名宿，
引起国际乒坛舆论哗然。
张本智和原名张智和，祖籍中国，后加入日本
籍，改名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右手横拍两面反胶，近
台两面弧圈，结合快攻。巴西小将雨果以 4:2 淘汰了
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后，在半决赛中与张本智和
相遇，结果张本智和以速度、力量和旋转打得巴西小
将找不到北，以一边倒的优势 4:0 完胜。与此同时，
分在上半区的林高远在半决赛以 4:0 轻取日本名将
水谷隼，与张本智和狭路相逢。赛前，圈内人普遍认
为林高远胜面较大，因为水谷隼曾连续八年全日锦
标赛冠军，但败在林高远手下，显然是战胜张本智和
的前哨战，林高远气势正盛，何况林高远也曾有过战
胜张本智和的经历，底气很足。但更多的人以为这
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展现给观众的一定是精
彩纷呈。
开局 3:0 张本智和先声夺人，每赢一球振臂咆哮
满场嗷嗷叫，气势逼人，加上韩国观众为日本队员加
油助威，反观林高远蔫了吧唧，好像还没有睡醒，林
高远属南派小快灵的打法，显然没有展现出来。被
张本智和的气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追着打，第三
局九平后关键球竟然发球失误，第五局九平以后竟
然被张本智和同一个动作连续接发球，拧拉林的反
手空挡，两个接发球犯了同样的错误，五局比赛有四
局打到九平以后，都是因为林高远绷不住，关键球处
理不当。一个 15 岁的孩子倒显得谙熟老成，倒成了
惯于此道的老手。
几年前，曾有一记者问法国运动员艾洛瓦，你最
害怕中国运动员什么？
“发球抢攻。”发球抢攻是国乒
的核心技术，当年第 32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对
苏联男团的一场关键比赛，中国男队员许绍发对苏
联戈莫斯科夫，发球直接或间接得分，占得分率的
87%，发 5 个球苏联队员有 4 个接发球直接失误。可
林高远发球优势全无，而发球一旦被对方牵制，整个
战术就难以发挥。赛后刘国梁也对张本智和不吝赞
词：这么小的年纪，所取得的成绩和表现的冲击力确

实是世界乒坛的一股清流，而且他才 15 岁，未来的威
胁是越来越大。抛开华裔日籍，单从他的打法还是
很招人喜欢的，这样的运动员不可多得。张本智和
在日本的主管教练，是原江苏省运动员邱建新，赛后
坦言技术是以抢先上手和以快为核心，提前变线发
力，没有什么新技术，你能将这种打法发挥到极致，
就是最先进的。显然邱建新教练的真话只说了一
半。央视乒乓栏目主持杨影认为林高远只发挥了平
常比赛水平的 40%，张怡宁说林高远的打法太陈旧。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
十分中肯贴切。
诚然，这些年乒乓球作为国球取得了骄人战绩，
成绩斐然，无可厚非。但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思
进取，固步自封，易于满足，理论研究滞后。日本在
乒乓球基础理论研究上是前卫的，海绵球拍和弧圈
球都是日本发明创造的。上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
日本人几乎囊括了世界锦标赛的全部冠军，其代表
人物是前国际乒联主席狄村伊智郎，是世界公认的
智多星。据说有一次世界大赛，狄村与一朝鲜选手
相遇，朝鲜选手发了 3 个球，狄村吃了 3 个，最后一个
发球狄村干脆用手接住了来球。轮到狄村发球了，
顿时他模仿对方的发球动作，连续发了 3 个球，对方
一个也没接住，全部失误。朝鲜选手吃惊不已，没等
比赛结束，
就匆匆签字认输。
纵观比赛，国乒打法单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那些年学高抛发球，场地上空清一色全是中国运动
员往空中扔球，有一个奥地利运动员说，我能赢一个
中国运动员，就能赢 10 个中国运动员，因为他们打法
都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赛场上，张本智和能赢
张继科，就能赢马龙、樊振东，也能赢林高远就是佐
证。乒乓球在台面上弹起后，区分上升期、最高期和
下落期，张本智和都是以打上升期为主点，速度快、
角度大、落点刁，尤其是正反手两条直线突击性强，
反手大角度撕弹赢了不少分数，他的击球落点往往
与中国运动员的传统落点大相径庭、出人意料。日
本人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低矮的特点靠近球台，几
乎趴在台面上扫击。例如日本女队选手伊藤美诚，
身高只有 1.5 米，却以近台快攻战胜了丁宁、刘诗文、
朱雨玲、陈梦等国乒一流高手。伊藤的母亲每天晚

上指导女儿练球，告诫伊藤“中国运动员你是有能力
战胜的”。伊藤也将此作为自己比赛中的座右铭，凭
着这股精神的惯性，
站立在比赛场上。
26、
27、
28 届中国连续三届男团、
男单世界锦标赛
冠军，
能淡定地站在领奖台上，
主要是队员打法各异，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庄则栋两面攻的小老虎精神（此
人后任国家体委主任），张燮林的长胶魔术般的海底
捞月，打得日本人满地找球。27 届男子团体赛，他以
21:6、
21:8 战胜当年全日冠军三木，
赛后三木说张燮林
的球好像一团火，
一会儿烧到左，
一会儿烧到右。
我们必须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创新思路，
运动员打法不同，各有千秋，你能赢庄则栋却赢不了
张燮林，能赢张燮林却赢不了容国团，中国国乒正是
靠这种雄厚的实力，
迥然不同的打法，
雄踞世界乒坛。
我们必须重视来自海外兵团的威胁，据悉全世
界有 74 个国家都有中国派出的专家、
教练和运动员，
有人统计里约奥运入场式有 3 个国家和地区的旗手
都是海外兵团的原中国运动员。他们已成为中国与
这些国家的友好使节，当然这些队员思想也参差不
齐，新加坡援外队员李佳薇曾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战
胜邓亚萍，赛后她答记者问：我入籍新加坡，每天比
在国内训练刻苦几倍，目的就是能代表一个国家队
参加奥运会，如能碰到中国队我都会认真打，用赢球
证明我是可以进国家队的，没有选进国家队，是你们
的错误，用以证明我的人生价值。每个援外兵团的
选手都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甚至有难言
之隐，世界冠军何智丽、焦志敏，远嫁日本、韩国，都
有不愿言表的“隐忍”，甚至连世界冠军大满贯国手
李晓霞都声言：
“不是不说，只是没到时候，有一种怒
懑的表情。”雅加达奥运会后，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吹
捧中国乒乓球太强大，无人撼动。雅加达张本、伊藤
都未曾露面，雪藏国内，未遣精英，等待时机，以求一
逞。日本人在为东京奥运会储备蓄力，他们不择手
段，
东京奥运没有不可能。
相信乒乓球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底蕴，一定会不
负众望，
重新扬我国威，
为振兴中华再放异彩。
（作者系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甘肃省乒协副主
席，
乒乓球运动健将）

嘉恒公司完成新增电梯用电接引工作
本报讯（武晓霞 王晓霞）近日，嘉
恒集团城市供电公司对胜利街和兰新街
两栋楼房电梯进行电缆敷设接引，现场
人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困难，
齐
心协作圆满完成了接引工作。
因时间紧迫，本次接引任务必须在
一天之内完成。接到任务，城市供电公
司及时部署，
安排人员开工，
技术人员奔
赴现场督导。时值气温下降，室外温度
低至零下 20 余度，滴水成冰，哈气成霜，
伸手就要冻僵。但公司上至管理技术人
员，
下至职工个个坚守岗位，
认真确认现

场，合理布施电缆走向，中午坚持工作，
现场就餐，
克服严寒，
没有人抱怨。
零下 20 余度的低温下 ，电缆韧度
降低，线盘僵硬，给敷设穿管造成了很
大 难 度 ，技 术 人 员 和 职 工 利 用 专 业 知
识，对电缆进行通电预热处理，使其变
软，并克服拉伸不直困难，全员齐心合
力，在胜利街 25#楼和兰新街 62#楼敷
设电缆共计 540 米，安装电表箱和控制
开关 2 套。经过职工们的一天苦战，于
当日 17 点顺利完成了电梯电缆接引任
务。

狠抓技术培训时效 助力修剪技能提升
本 报 讯（武 晓 霞 谢 颖 瑛）12 月 以
来，嘉恒集团城市园林公司结合实际工
作需要科学制定冬季技术培训计划，有
序开展园林绿化技术培训工作。公司
首先对技术人员、绿化工、班组长开展
落叶乔木、果树和灌木修剪整形技术培
训，确保 2018 年冬季树木修剪工作按期
保质完成。
培训由公司责任工程师组织授
课，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从
修剪整形的术语、定义、原则、依据、作
用、时间、类型、方法、技术安全、作业

流程等方面介绍了常见行道树、景观
树的修剪整形要领 ，通过大量图片介
绍了国内外植物修剪工作的经验做
法 ，对常见修剪问题进行典型案例分
析和现场修剪演示 ，现场人员认真观
看和听取讲解 ，并在技术人员的现场
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
公司将在冬季陆续从园林绿化养
护、苗木繁育栽培、绿化工程设计及施
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系统培
训，从而统一职工的思想认识，明确技
术标准，
提高实际工作技能。
雄关周末

12 月 14 日，驻新城镇观蒲村“双促双增
双促双增”
”精准帮扶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嘉
峪关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
峪关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倪兴东带着全行干部职工的一片深情厚
谊，
为观蒲村三组残疾少年方玉捐赠了一台价值 5 千元的电脑
千元的电脑，
，
并帮助其学习
电脑操作知识，
电脑操作知识
，
为残疾少年方玉今后创业就业搭建了学习成才平台。
为残疾少年方玉今后创业就业搭建了学习成才平台
。
王壮西 马玉福 摄

嘉峪关公路管理局：举办“八棵树精神”演讲比赛
本报讯（刘芳 张艺坤 潘霞）12 月 21 日，嘉峪关公路管理局举办了“传承
‘八棵树’
精神 甘当戈壁筑路人”
主题演讲比赛。
比赛现场，14 位参赛选手紧紧围绕“八棵树”这一主题，用生动的语言、
鲜活的事例，热情洋溢、激情饱满地讲述了各自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
人故事，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获，充分展现了公路人
的朝气和活力，精彩纷呈的演讲赢得了场内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行政党支部的叶秦显获得此次演讲比赛一等奖；赵颖、张伟获得二等
奖；陈秋玲、张彦坤、张鹣分获三等奖。比赛结束后，该局还组织开展了传
承“八棵树”精神书画联谊会，邀请陈新长、熊健婷等书法家现场挥毫，并共
同完成了“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路石”的书法作品，进一步
丰富了“八棵树”
精神内涵和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