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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活力篮球成为申城旋风
篮球少年在 MAGIC3 中 追 梦 成长

“零门槛”承载篮球梦想

参赛“零门槛”，是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上
海面向青少年的篮球赛事不少，但不设门槛的优
质赛事却并不多。而“MAGIC3”完成了一次大胆
的改革，这体现在赛事的包容和贴心：凡适龄青
少年均可通过学校招募、社会俱乐部组织以及社
会自由报名三个途径参赛，这基本覆盖了全市所
有适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群体， 包括普通高中、

中专职校，在沪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学生和热爱篮
球的社会适龄青少年。

“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不会成为职业运动
员，但在他们这个年纪，最需要的就是拥有一个
梦想和憧憬，MAGIC3给了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
的大舞台。”在交大附中当了 16年体育老师的杨
广有感而发。

交大附中学生周臻业感慨：“平常都是要选
入区队才能打市级的篮球比赛，MAGIC3为我们
这些校园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参赛平台，我们一所
学校可以有三四支队伍共同参赛，打到最后甚至
可以遇到自己的校友！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上海著名篮球运动员刘炜表示，MAGIC3 为
青少年搭建了良好的赛事平台，这个平台将给更
多草根球员提供展示、提升自己的舞台，去追逐
自己的篮球梦。

开放与包容是 MAGIC3的特点所在，主办方
通过赛事品牌 IP的打造， 让更多青少年走上赛
场感受篮球运动魅力，同时通过赛事展现申城青
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座城市的活力离
不开青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展示开放、包容
精神和最具活力的群体，我们将通过赛事主线在
青少年人群中培育篮球文化，通过文化熏陶让申
城的篮球项目踏上新的高度。” 上海市体育局副
局长宋慧说。

热爱让赛场无处不在

一个光秃秃的篮球场，两个篮球架，这样的
街头篮球，早就“OUT”啦。对标国际打造符合魔
都地位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除了要让青少年
与篮球明星面对面， 让他们体验 “魔幻篮球之
旅”，同时还要为青少年量身定制“魔法赛场”，吸
引这些篮球热血少年的关注。

可以自由延展扩容的赛场，配合多功能立体
呈现的舞台， 加上根据场地变化而调整的声控、

光控设备，构成了“魔幻舞台”；一套前所未有的
3D计分系统，将即时数据、选手特写、慢动作回

放等， 拆分在多块屏幕上同时呈现， 再配合声、

光、影效果，组成了“魔镜系统”；最为神奇还数
“魔法胶囊” 本身。 这套由德国技术打造的 “大
棚”，竟然能在 30 个小时内完成组装，并具有抵
御 11 级台风的能力———胶囊赛场成为今夏
MAGIC3最炫的一道紫。

除了 “魔法胶囊”，MAGIC3给魔都的众多地
标都烙上了深深的篮球印记，成为暑假最炫的一
道运动风景线。

东方明珠、“中华第一街”南京东路、风景秀
丽的徐汇滨江、 热闹非凡的长风大悦城商场、通
过将赛事与城市景观相结合，再次献上“魔幻篮
球之旅”。

将比赛与商场结合， 是 MAGIC3 的大胆尝
试。将青少年赛事放到人来人往的商场中，商场
中驻足的人群们不时呐喊助威，小球员们的卖力
演出演绎出一曲美妙的青春交响曲。

把篮球赛办进地标，引进商场，沪上资深的
体育场馆管理经营者，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戴富祺的经验之
谈很有说服力，“13

年前我建立的第
一个洛克公园
的场馆，当时
是收费是一
个 人 5 块
钱。 现在我
们的收费是
一个人 50 块
钱， 这么多年，

用户的消费习惯正
在慢慢转变。 场馆是
赛事的基础， 上海和
北京有很多的篮球
场，但是室外场地很受到天气的影响，而商场和
篮球的‘联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青少年篮球未来可期
一个上海青少年篮球赛事的完整体系，也在

这场赛事之后，初具雏形。

据了解，在经过分区赛、大区赛、总决赛之后，

最终脱颖而出的 4支男子组优胜队伍， 参加了特
别的集训，此次集训由上海男篮青年队教练唐涛、

来自塞尔维亚的外教史蒂夫诺维奇、前 CBA球星
王思章、 前WCBA队员林贝叶组成的教练团队，

对总决赛脱颖而出的精英选手进行集训。 在闭关
集训后，他们还与来自加拿大、美国、意大利、日本
四个国家的队伍进行了国际邀请赛。

这也是属于篮球的大舞台：这个舞台的“广度
与宽度”是全市 16个区，这个舞台的“高度”是城
市地标。 主办方所精心打造的青少年篮球追梦舞
台， 让全市乃至长三角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们因
为热爱相聚在 MAGIC3的赛场。打进总决赛的 24

强队伍里既有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组合联队， 也有
来自南京的参赛队伍，不论来自何方，大家都相
聚在赛场凝聚心中的热爱。

回顾整个赛事，MAGIC3 采用了社会化运
作的积极探索， 从参赛球队的报名到现场
的观众，再到赛事的形象大使，都体现了
社会化办赛的尝试，为青少年体育赛事
带来了自发参与、 观众粉丝和流量明
星，这是以往所看不到的。政府搭台、

社会力量办赛、 整合各方资源 ，让
MAGIC3 成为了申城青少年体育的品
牌赛事。

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是篮球世界杯年，篮球项目在上海有很好的基

础，三人篮球又是东京奥运会的新项目，因此我们
希望以三对三篮球作为切入点， 探索尝试将青少
年体育赛事打造成具有一定影响力， 吸引广泛青
少年参与， 并且能引起关注热潮的青少年体育品
牌赛事。”东方明珠脚下的篮球少年

■ 本版撰文 龚洁芸

这个暑假， 上海因为
MAGIC3而更加热力四射！

五月初到七月，深入上
海十六个区，1700 支队伍、

近 7000 名学生参与角逐，

16 支男子队伍和 8 支女子
队伍突破重围， 跻身总决
赛———盛夏的申城，因为篮
球场上的热血青春而更加
激情洋溢。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MAGIC3因其创新的办赛模
式，刷新了以往外界对上海
青少年单项赛事的认知，也
创下了诸多耀眼的新纪录。

为篮球，共欢呼 因篮球，同热爱

南京东路盛大呈现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英国会把握好“度”

■本报记者 廖勤

当约翰逊上月拿到唐宁街 10号的钥匙
时，外界密切关注，美英两个“特朗普”的“政
治会师”会不会又是一只“黑天鹅”？两个特
殊人物会如何演绎英美“特殊关系”？

实现高官互访
特朗普对约翰逊抱有很高的期待。据路

透社报道，约翰逊上台后，特朗普与这位英国
新首相已多次通电话。美国官员称，白宫希望
特朗普与约翰逊建立密切关系， 以便让英国
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转向特朗普这边。

眼下，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前脚访美，特
朗普国安智囊博尔顿后脚访英，这也意味着
在英国首相更迭后，美英实现了高级官员的
互访。接下来，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上，特
朗普与约翰逊还将首次会面，将美英高层接
触推向高潮。

仍会平衡施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

长王鸿刚认为，如今，美英关系、英国国内政
治生态都面临重置。在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

美英之间可能会走近， 关系会显得更紧密一
些。但进入中期阶段后，英国会平衡施策，在
中美之间找到一个合适位置。在这方面，英国
头脑很清醒， 很少犯战略性错误。“后金融危
机时代”以来，英国在中美之间一直奉行比较
均衡的政策，基本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指出，在“硬脱欧”背景下，英国对美
国的需求肯定会上升， 首先其急于与美方
达成自贸协定，其次希望通过与美国的配合
和协调，减轻“脱欧”短期内带来的负面影
响，稳住其国际地位。

“因此，英国短期内会实质性加强与美
国联系， 但英国仍会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

约翰逊应该会延续梅提出的 ‘全球英国’的
外交架构，而非一味追随和配合美国。”崔洪
建说，英国会把握好一个度。在一些有利可
图、提升存在感的领域和事务上，会积极配
合美国；但在一些会导致英国利益受损的领
域，英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

7 月 24 日，

在韩国首尔，美
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 （中 ）与韩
国外长会谈后
离开。

博尔顿当
天访问韩国，与
多名韩方高官
会面，讨论了半
岛局势、韩日矛
盾以及安全合
作等问题。

新华社发

约翰逊上任未满月，白宫鹰派博尔顿火速访英
有评论称：美方希望约翰逊政府在伊朗政策等方面向华盛顿靠拢

■本报记者 廖勤

博尔顿最近有点忙。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首席国安智囊，前不久刚访问日韩当“和事
佬”，现在又现身英国，给“约翰逊时代”的美英
特殊关系“加油”。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11 日抵英访问，

他是约翰逊接替特雷莎·梅就任英国首相后，

到访伦敦的美方最高级别官员。博尔顿此行有
何贵干？ 据说，“脱欧”、 伊朗都是这次访问的
“重头戏”。有评论称，在伊朗等问题上，这个
“鹰派”将大展“敲打”本色，敦促施压英国摆明
态度，与美国保持同步。只是，桀骜不驯的约翰
逊会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吗？

重整美英关系

博尔顿 11日抵达伦敦。 据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

博尔顿是应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马克·塞德维尔
之邀访问伦敦的。但博尔顿并不仅仅与塞德维
尔见面，他的会见名单很长，包括新首相的一
些高级助手、议员、保守派政治人物、“脱欧”事
务大臣、国防大臣、财政大臣、国际贸易大臣。

不过，据 CNN 报道，迄今为止，博尔顿尚无与
新首相约翰逊会面的计划。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博尔顿代表白
宫访英被认为有两重目的：一是试图传达美国
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脱欧”的支持，巩固他与英
国新首相约翰逊之间的私人友好关系；二是要
求英国在伊朗、华为问题上摆明立场。

NBC分析道，在英国“脱欧”、与伊朗关系
紧张等全球挑战面前，博尔顿的伦敦之行将与
英国新政府讨论如何更紧密地协调两国利益，

加强国防和贸易合作。

就任英国首相后，约翰逊重申承诺，将在
10月 31日前带领英国退出欧盟。 在英国紧锣
密鼓筹备“脱欧”的背景下，路透社称，两天会
谈的重点将聚焦“脱欧”问题。特朗普希望与英
国签署美英自贸协定，以便为英国在“脱欧”后
提供缓冲，减少其所受冲击。这也反映出特朗
普政府在与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关系紧张之
后，希望与约翰逊领导的新政府加强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上周已访问美国，博尔
顿曾在华盛顿与其会晤。 与美方讨论自贸协定
是拉布美国之行的一大议题。NBC称， 美英贸
易谈判重点在于两国能够多快达成一项全面协
议，以及在此期间能否在个别领域取得进展。

敦促伦敦站队

除了“脱欧”、重整美英关系，路透社称，博
尔顿还身负两项具体任务，只是能否如愿却是
未知数。

第一个是伊朗问题。博尔顿将敦促英国在
伊朗政策上向华盛顿紧密靠拢。 迄今为止，英
国在伊朗问题上仍然与欧盟立场保持一致，即
继续尽力维护伊核协议。

不过，自从英国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岸附近
扣押一艘伊朗油轮后，伊朗也扣押了一艘英国
油轮。互扣油轮事件使伦敦内外承压，被迫考
虑对德黑兰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本月，英国决定加入美国发起的海湾“护
航联盟”，执行海上安全任务，以保护商船。在
美国盟友中，英国是迄今唯一一个“加盟”的国
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博尔顿在会
谈时将游说英国官员放弃支持伊核协议。博尔
顿会表示，伦敦若宣布伊核协议失效，将有助
于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但美国并不期待英国很
快就此做出决定。

第二个是华为问题。博尔顿同样会敦促英
方与美国保持队形，对华为 5G说“不”。由于担
心华为 5G技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特朗普
已经敦促英国对华为采取更强硬措施。

在梅执政期间，英国政府原则上认可华为
有限进入 5G网络的非核心部分。不过，英国在
华为问题上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有分析指出，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梅都采取了相对务实的
对华政策。然而，华盛顿不太可能继续容忍伦
敦在关键安全问题上走模糊路线。NBC 指出，

在对待华为 5G问题上， 博尔顿希望说服约翰
逊政府能更多听取美国的意见。

“博尔顿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对美英整
体关系作出规划，包括美英自贸协定等，华为
会是其中一个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说。

王鸿刚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与背景来解
读博尔顿的英国之行：

从博尔顿个人角度讲，他可能需要在特朗
普团队 “比赛” 对华强硬的竞争态势中有所表
现。特朗普政府充斥着对华强硬派，且各有“分
工”。博尔顿主要“负责”处理中东、朝核，以及中
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这套“鹰派”班子内部也
存在竞争关系。近来，其他人似乎都表现得很活
跃，博尔顿却显得有些落于下风。他或许多少有
点危机感，所以想在访英过程中有所突破。

从英国角度而言，美国把英国视为可以塑
造且塑造性较强的盟国。眼下，欧盟国家或者
美国其他盟友， 国内政局的延续性大于变革
性。相比之下，受“脱欧”影响，英国国内政治却
出现巨变，为政策转变提供机遇。

比如华为问题，美国的盟友基本都持观望
态度。而在美国眼中，美英执政理念相近，特别
是随着新政府上台，在华为、伊朗问题上，美国
觉得可以争取英国的更多支持。

再从中美关系角度看，当前中美较劲一面

在上升，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

但即使美国百般刁难，迄今来看，无论是
自身业绩，还是引领全球 5G技术的态势，华为
均未受实质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有点着
急，想联合更多国家“围堵”，这也是博尔顿此
次访问英国的一个重要背景。

英国作何抉择

BBC称，“脱欧”是英国自二战以来做出的
最大一次地缘政治抉择，而且大多数观点认为
英国“脱欧”之后在国际政坛将更加依赖美国。

最近， 英国一些举动似乎也显露端倪，预
示着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有变。比如在
伊朗问题上，英国一马当先，自告奋勇参加美
国领头的海湾“护航联盟”；在处理互扣油轮事
件中，英国也强硬拒绝伊朗提出的“以船换船”

方案。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也管不住手，频繁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局
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话，

已遭中国外交部多次强烈抗议和谴责。

那么，面对博尔顿的游说，约翰逊政府会
照单全收，随美国起舞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认为，英国在欧洲与美国之间会找到自己
的一个位置，既不甘心步趋欧洲，也不愿完全
唯美国是从。

在涉及伊朗问题上，英方正在试图区分伊
核协议问题与伊朗问题。对待伊核协议，英方
支持协议的立场短期内不会骤变。但是，英国
会凸显对伊朗问题的关切。伊朗逐步突破核协
议的限制、互扣油轮风波等，都将给英国以由
头，加大对德黑兰施压。

在华为 5G问题上， 需要观察约翰逊政府
能否顶住美国压力，守住梅的立场，即允许华
为有限进入非核心业务。美国可能会利用英国
急于谈成自贸协定的心理， 在华为问题上施
压。但是如果新政府立场倒退，一味追随美国，

将会与约翰逊进一步提升英国开放包容形象
的愿望背道而驰。

王鸿刚认为，加入“护航联盟”、插手香港事
务，并非带有约翰逊个人色彩的行为，而是英国
彰显存在、 体现价值、 提升对华杠杆的一贯策
略，是延续其一贯立场。在这些问题上，英国国
内并无很大分歧。但是，如果英国在伊朗等问题
上对美国言听计从，其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大。

“总之，既合作又有所区别，既协调又保持
一定独立性， 这是英国对英美关系的基本设
定。”崔洪建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