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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永不言败的篮球队
钟建伟

著名爱国将领孙立人将军、现任全国政

清华大学第一支女子篮球队在 １９２９ 年 ９

协副主席李蒙、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原

月正式成立。据清华大学五级校友（１９３３年

副部长张祥博士、前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

毕业）陈德君回忆，在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开学第

主任荣高棠、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珺教授、

一周的星期二晚上，马约翰教授在给全校 ４０

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教授、原国家篮球队

余名女生上体育课时提出建立一支女子篮球

队员陈振武、唐振声、冯荣普和李朴……是

队。篮球队的队服上衣是白斜纹布的翻领衫，

什么将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联系起来？答案

领子上系着紫色绸子的大蝴蝶结，下衣是黑

就是：他们都曾经是清华大学篮球代表队的

色灯笼裤和高帮篮球鞋。

队员。

在此期间，篮球队也培养了很多人才，

清华学校自建校之日起就在美国教员的

荣高棠（１９１２￣２００６）就是其中之一。荣高

影响下开展了篮球运动，并深受广大学生的

棠 １９３２ 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中学就

喜爱。当时，清华学校的篮球有着非常高的

酷爱打篮球，刚一入学就被选入清华大学篮

知名度。通过篮球比赛与兄弟学校和社会团

球队。建国后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

体（主要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交流十分活跃，

长、副主任，协助贺龙元帅具体负责全国体

清华大学的篮球代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

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

现的。

重要开拓者之一。１９８３ 年，为表彰荣高棠为

在清华学校时期，篮球队的成绩经历了

体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奥委会向

两个阶段：１９１３ 年秋到 １９１９ 年夏，作为草创

他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成为中国获此

时期的清华学校篮球队处于发展阶段，成绩

殊荣的第一人。

一般；１９１９ 年秋到 １９２６ 年夏，是清华大学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标志日本发动全面

篮球队最为辉煌的时期。以清华篮球队为班

侵华战争，清华大学被迫迁离清华园，与北

底的中华篮球队在 １９２１ 年上海举办的远东运

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０

动会上荣获篮球冠军。冠军队成员包括孙立

年 １０ 月 ２ 日，西南联大工学院的王世堂、

人、时照涵、陈崇武等人。１９２５ 年清华篮球

方复在“牛马狗鸡”足球队的基础上发起组

队的冯灿周、胡家枚代表中华篮球队参加菲

织建立了“铁马”体育会，初期只接收工学

律宾远东运动会获得亚军。１９２２ 年清华篮球

院的学生加入，１９４６ 年复校回到清华园后开

队曾到上海进行交流比赛，取得全胜，清华

始接收其他学院的学生加入。金刚体育会是

篮球队在上海滩名声大震。１９１９ 年秋到 １９２６

当时西南联大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学生体育组

年夏之间，清华篮球队共参加了 ５１ 场比赛，

织，涵盖了足球、篮球、排球、垒球、网球、

仅负两场。１９２８ 年 ￣ １９３７ 年，清华大学篮

冰球、乒乓球等多个运动项目，又以排球队

球队在运动成绩上遭遇了滑铁卢，特别是在

实力最为强劲，在昆明时期几乎难逢对手。

１９２８ 年的华北第四次球类比赛中惨败而归。

篮球水平最高的是铁马体育会，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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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专刊

1959 年初校男子篮球队部分队员合影

1953 年女篮冬训

“自由、活泼、努力”精神的引导下积极参

篮球甲级联赛。由篮球课上选出的学生组成

加到篮球运动中，以达到身心都健康的目的。

的篮球二队连续蝉联北京高校篮球联赛的冠

铁马篮球队的教练是曾参加过 １９３６ 年柏林奥

军。男篮一队在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年两次获得北京

运会的篮球名将牟作云先生，牟作云先生也

市篮球甲级联赛的冠军。在 ６０ 年代中期清华

是新中国建立后首任中国篮球队主教练。１９９６

大学篮球队还曾争取到了代表国家参加“新

年，当他担任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委员长达

兴国家运动会”的资格（因文革而未成行）。

４４ 年时，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

同时女子篮球队在 １９５４ 年获得当年的高校“三

称号。

好杯”，并在 １９６０ 年获得全国乙级队的荣誉。

在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篮球队里也出

这一时期的篮球代表队不仅在运动成绩

现了很多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才。中国科

上取得突破，同时在培养人方面也取得很大

学院院士刘宝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

成就，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中国对外

富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贸易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张祥博士、清华大

新中国的建立，蒋南翔校长的到任，使
清华园掀起了第二波体育高潮。１９５４ 年，在

篮球代表队能在这一时期重现辉煌不得

蒋南翔校长的倡导下，清华大学新的体育代

不感谢三个人：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表队大规模成立，包括田径、技巧、足球、

时任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分管体育代表队

篮球和排球等 ５ 个项目 ２００ 余人，由夏翔、

并兼任篮球队领队的艾知生和时任篮球队主

王英杰等担任指导教师。其中男子篮球队和

教练曹宝源教授。

女子篮球队就是第一批成立的体育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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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利系教授王光纶等就是他们的代表。

１９５７ 年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

１９５４ 年后，北京高校篮球联赛敲锣开张，

作五十年”的口号，在清华园内掀起了运动

清华男篮水平一年比一年增强。后来由于兄

锻炼的高潮。１９５８ 年体育代表队集中住宿、

弟院校与清华男篮的水平差距拉大，北京市

集中管理的方式，极大地加强了对篮球代表

高校竞委会希望清华另组一个队参加高校联

队和队员的管理，同时开辟运动员餐厅保证

赛，于是清华大学成立了男子篮球二队，参

运动员的营养，这些都为篮球代表队的发展

加北京高校篮球联赛，而一队则参加北京市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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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知生副书记是篮球队的直接领导，每

２００１ 年再次杀入东北分区赛，但还是在分区

逢篮球队比赛，他都亲自到场助威，还经常

赛中铩羽而归，董志权教练辞职。董志权教

参加赛前的准备会，讨论比赛的战略战术。

练虽然只在清华男篮执教两年，但是在他执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

教期间明确了建队指导思想：振奋精神、团

营养品供应困难。有人提出要缩减甚至裁撤

结拼搏、继承发扬、重铸辉煌；训练指导思想：

篮球队，艾知生副书记提出要保证队员们的

突出“快”、强调“抢”、提倡“猛”、发扬“忍”、

营养标准，积蓄力量，从而使篮球队没有因

体现“拼”、落实“准”；技术风格发展蓝图：

为这次困难而出现断层。

“快、灵、狠、准”。

曹宝源教授 １９５２ 年来到清华园工作，长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通过竞聘上岗的方式请来

期担任清华男子篮球队的教练，是他将这支

了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以内线技术全面闻名、

队伍带向巅峰。曹宝源教授有自己一套独特

８０ 年代中后期号称“亚洲第一大前锋”的篮

的训练理念：首先，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

坛名将黄云龙来执教清华男篮。在黄云龙教

关系，反对“明星制”，只有全队团结协作

练的带领下清华男篮在 ２００３ 年再次杀入第

才能够取得胜利。其次，要处理好攻与守的

五届 ＣＵＢＡ 东北分区赛，再次无功而返，三

关系。不可以只懂得攻，不懂得守，要在攻

年打入 ＣＵＢＡ 全国总决赛的计划破灭。但是

与守的变化中创造机会赢球。再次，手上与

在 ２００５ 年清华男篮参加了于 ４ 月 １ 日 ￣ ３ 日

脚下的功夫要一齐抓。曹教授总结说，篮球

在人民大学举行的第 ２３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的精髓就在于“超越”，脚下的功夫练好了，

国家篮球队选拔赛，男子篮球队先后以 １０１ ：

可以用速度的优势超越身高的优势，变劣势

９１、１００ ： ９０、９０ ： ８７ 分别战胜人民大学队、

为优势。

上海交通大学队和湖南大学队，获得选拔赛

１９７９ 年，因文革中断的北京高校篮球联

冠军。根据比赛规则，第 ２３ 届世界大学生运

赛得以恢复，虽然在 １９８４ 年之前的五个赛季，

动会国家篮球队将以清华男子篮球队为班底

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余威仍存，连续五次获

进行组队。随后黄云龙教练率领以清华男篮

得冠军，但之后很难再一校独霸。

为班底的中国代表队出征第 ２３ 届世界大学生

１９９４ 年，清华大学在培养运动员的体制

运动会，在总共 ２６ 支球队参加的比赛中获得

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始培养高水平学

第 １４ 名。虽然在成绩上没有取得突破，但是

生运动员。但篮球队不在高水平运动队之列，

清华男篮能代表祖国出征大运会，是清华男

因而在北京高校中一直在二至四名之间徘徊。

篮 最 为 光 辉 的 时 刻 之 一。 在 ２００７ 年 第 ９ 届

１９９８ 年大学生自己的篮球联赛——ＣＵＢＡ 开始

ＣＵＢＡ 的比赛中清华男篮终于杀入全国 ８ 强赛，

举办，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并击败太原理工队进入半决赛，取得了新的

年都未能闯过北京选拔赛。１９９９ 年，清华校

突破。

友们纷纷向学校领导建议应建立一支高水平

清华男篮仍在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学

的篮球队，以展现清华大学的形象，学校终

生运动员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虽然已经取得

于决定，将男篮列为 Ａ 类队。

了不少的成绩，但与其前辈们创造的辉煌还

学校聘请了前八一女篮主教练、国家女
篮教练董志权执掌教鞭。在强大的支持下，

有不小的差距。祝福他们能在体教结合的道
路上越走越顺，再铸辉煌。

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在 ２０００ 年终于在北京选
拔赛决赛中击败人大，历史性打入分区赛。

（钟建伟，２００４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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