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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夺冠以后，女
排队员都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奖励，林莉除了获得国家
排管中心的 20 万元以外，还获
得福建当地政府的 100 万元奖
励。这样，林莉至少获得百余
万元的奖金。虽然女儿获得了
重奖，但是林莉的父亲仍然坚
持在贵州工地打工。

里约夺冠，低调林
莉进入球迷视野

女排里约奥运会夺冠具有
重大意义，时隔 12 年中国女排
再一次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
这也是郎平带领女排再一次证
明自己的执教实力。女排一直
是球迷期望最高的三大球代
表，它不像国足和男篮那样始
终没有多大突破，女排却不一
样，她们是球迷心中的强队，可
以击败任何一支球队。

2016 年里约奥运会，这支
女排彻底进入球迷视野，其中朱
婷被视为世界最强主攻，而惠若
琪和魏秋月不仅球打得好，而且
人长得漂亮，很快就被球迷熟
知。当然还有张常宁也是球迷
宠爱的球员之一。除了她们几
位以外，其他球员也对球队的贡
献特别大，其中自由人林莉是一
位很低调的球员，但是她的身上
具有很多优秀品质。

林莉，1992 年出生于福建
省福清市，身高 1 米 71，场上司
职自由人。她出生于一个很普
通的家庭，17 岁时成为福建女
排的自由人，虽然身高只有1米

71，但是在 2007 年的时候，摸
高能达到 3 米 05，可见林莉的
身体素质非常出众。

郎平慧眼识才，将
林莉招进国家队

林莉没有进入国家队前，在
国字号的球队中仅仅打过国少
队和国青队的自由人。郎平成
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后，她慧眼识
才将林莉招进国家队，没想到这
名不声不响的运动员发挥得特
别好，经常得到郎平的表扬。

“林莉在一传方面比较有
天赋，特别是很多球到位的质
量非常高，另外身体素质也不
错 ，反 应 和 移 动 速 度 都 比 较
快。”郎平说道。

福建女排前任主教练韩木
水曾经说过，“林莉在场上很主
动，一传、防守和对队友的保护
更加积极。”的确，林莉在球场
上不苟言笑，但是打球非常认
真，有耐性，一次不行来两次，
直至自己满意。

很 多 人 认 为 林 莉 缺 少 霸
气，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林莉
在关键时刻完全值得信赖，完
全可以影响全队。

获百余万奖金，父
亲仍坚持工地打工

2015 年，林莉随着女排国
家队获得世界杯冠军。里约奥
运会大名单出炉后，林莉的名字
赫然在列，因此她随着球队在里
约奥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

击败实力强劲的塞尔维亚队获
得宝贵的金牌。全国球迷为之
欢呼，兴奋。与此同时，在贵州
工地上打工的林莉父亲及工友
在电视机前看到女排夺冠后，一
大帮老爷们都流泪了。

原来，林莉的父亲一直在
贵州工地打工，虽然女儿是国
家队的一员，但是工资很低，父
亲想通过打工补贴家用。里约
奥运会以后，女排队员都获得
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奖励，林
莉除了获得国家排管中心的20
万元以外，还有企业的赞助奖
励，以及郎平教练自掏腰包的
奖励，林莉还获得福建当地政
府的 100 万元奖励。这样，林
莉至少获得百余万元的奖金。

2017 年春节期间，林莉的
父亲也回老家过年，虽然女儿
获得了重奖，但是他过完年仍
然去贵阳打工，坚持自己的打
工之路。而林莉继续在国家队
打球，她随队在瑞士女排精英
赛上获得季军。如今，林莉随
着女排不断征战，希望她们获
得好成绩。

我们知道，其实女排队员的
工资很低，如果夺冠了可能会得
到一些奖励，但是女排国家队仅
仅12人大名单。也就是说大部
分女排队员在国内联赛中挣着
极低的工资，有的球员仅月薪
2000~3000 元，而好点的也就
是七八千元。因为女排联赛的
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它不像男足
和男篮的球员挣得那么多，但是
女排的成绩的确是最好的。

本报综合

女排球员夺冠获奖百万
父亲仍坚持在工地打工

日前，京东与市场研究机
构尼尔森联合发布了《2017
互联网体育消费报告》，通过
大数据分析了国内体育消费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报告显
示，我国体育产业消费升级趋
势愈发明显，体育消费人口基
数不断扩大，消费者结构也日
益优化，中国的体育消费正迎
来黄金时期。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
互联网体育用品消费额逐年
提升，2016 年达到近 2000 亿
元，人均年消费额较 2014 年
几乎翻倍，但人均体育消费只
有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体育消费还有很大潜力亟待
挖掘。

报告分析认为，当前我国
互联网体育消费呈现出五大
趋势。

一是体育消费市场经过
长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产业链，整个产业已经细分出

IP、用品、赛事运营、竞猜、培
训、电商等行业，为未来体育
产业的发展构建生态基础。

二是体育消费升级趋势
愈发明显，能反映消费者品质
生活的垂钓、骑行等品类获得
了销量猛增，消费者对创新性
产品的关注也大幅提高，减震
跑步鞋、公路自行车、鲨鱼鳍
踏频器等产品都获得了快速
增长。

三是场景化购物成为推
动 互 联 网 体 育 消 费 的 新 动
力。赛事期间消费者的购买
力度更大。

四是社交化运动成为新
时尚。

五是创新智能化产品成
为运动消费新增长点。如户
外运动手表、智能家用乒乓
球训练桌、登山跑步运动游
泳腕表等产品，销售额不断
攀升。

据经济日报

京东发布互联网体育消费报告

人均年消费额较两年前翻倍

北京时间 9 月 9 日，2017
年名人堂颁奖典礼在马萨诸塞
州斯普林菲尔德隆重上演，前
火箭球星麦克格雷迪作为今年
入选名人堂的 11 名成员之一，
最后一个登台演讲。

在上台之前，名人堂官方
放映了一段回顾视频，期间，卡
特、莫宁、希尔、科比、姚明等球
星都对麦蒂的天赋和全能赞叹
不已。科比更是说麦蒂是“最
伟大的球员之一”。

之 后 ，麦 蒂 西 装 革 履 上
台。他先是用三个“Yes”表达
自己激动的心情，然后转身对
自己的推荐人“微笑刺客”以赛
亚·托马斯说道，“我也不知道
你当年看上我什么，但我很感
激你！”

“今年 2 月，当我和妻子去
参加名人堂发布会的时候，妻子
在电梯里告诉我，她为我骄傲，
但我当时并未完全接受这个现
实⋯⋯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

出这句话，我并不是不兴奋和高
兴。我想过那些伟大的球员，然
后把自己跟他们比较，我不足的
地方实在太多了。”

“感谢我所有队友，姚明、
穆托姆博⋯⋯我也要感谢杰
夫·范甘迪，真希望我们能合作
更长时间。”而演说到了这里，
麦蒂情绪也很激动，一度有点
哽咽。

之后，麦蒂又感谢了经纪
人，感谢了所有的家人，尤其是

妈妈和祖母。随后，麦蒂也感
谢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麦蒂在 1997 年 NBA 选秀
大会上被猛龙在第9顺位选中，
职业生涯中，他先后效力于猛
龙、魔术、火箭、尼克斯、活塞、
老鹰和马刺。麦蒂共出战过
938场常规赛，场均上场32.7分
钟得到 19.6 分 5.6 篮板 4.4 助
攻。他职业生涯两次当选得分
王，7 次入选全明星，7 次入选
NBA最佳阵容。 据搜狐体育

麦蒂入选名人堂动容落泪
回忆昔日队友先感谢姚明

中国女排自由人林莉 CFP供图

体彩开奖公告

大乐透 期号17105开奖号：04、15、22、24、32+02、09
排列3 期号17245开奖号：6、2、3
排列5 期号17245开奖号：6、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