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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利率最高4.18%！

理财先锋刊登电话：0571-85312164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2020年春节款人民币大额存单,期限三年,利率最高达4.18%。本金保证,纳
入存款保险.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2020年春节款人民币大额存单,期限三年,利率最高达4.18%。本金保证,纳
入存款保险.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特别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财溢融D3新客4

聚溢融D3新客4

聚溢融D6养老4

产品天数

91

91

183

起步金额

200万元

5万元

1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4.45%

4.35%

4.10%

产品募集期

2020.1.15-2020.1.21

2020.1.15-2020.1.21

2020.1.16-2020.1.21

产品起息日

2020.1.22

2020.1.22

2020.1.22

产品到期日

2020.4.22

2020.4.22

2020.7.23

1964年春节期间，贺龙元帅和

国家体委领导班子研究工作，说起

三大球他语重心长地问道：“我不

知道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

么搞不上去？必须要下功夫啊。

解放已经 15 年了，难道还要再搞

50 年？我都快 70 岁了！”说着说

着，贺老总激动起来：“我想在见马

克思之前，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

球起不来，我死不瞑目啊！”

贺老总如果健在，今年 124

岁。可以告慰他的是，三大球后

来都雄起过。八十年代初中国女

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中国男

排是世界前三名的实力。七十年

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汪嘉伟，是世

界排坛实力与颜值的担当，影响

力能秒杀当今娱乐界所有小鲜

肉。

1987 年中国男足在奥运会预

选赛关键一战中，客场搞定日本

队，空前绝后地靠实力打进奥运

会。那一代国脚眼里的日本足球

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活儿太糙，我

们发挥正常时稳赢他们，发挥不

正常时不会输给他们。

1994 年开始中国男篮出现过

黄金十年，手下败将包括后来的

世界冠军西班牙、阿根廷。2008

年奥运会时，还差点把加索尔兄

弟逼上绝境，只差一步进四强。

如果不是周日中国男排和中

国U23男足同时脆败，被东京奥运

会拒之门外，大家还不知道一、二

十年前的中国男子三大球还这么

牛过。但祖上阔过是没有用的，活

在当下的中国男子三大球很狼狈。

在补上所有奥运项目短板，

连男子短跑都进入世界级水平的

时候，曾经雄起过的男子三大球

却在开历史倒车。今年的奥运盛

筵，中国男子三大球成为一根藤

上三个苦瓜，齐刷刷吃闭门羹。

让人抓狂的还不是功亏一篑，都

是一触即溃。

男篮理论上还没有出局，杜

锋带一帮兄弟如果能从落选赛杀

出重围，还有翻身机会，但概率比

六合彩中大奖小得多。家门口的

世界杯蒙羞，只是中国男篮滑向

深渊的开始，看中国男篮的后备

力量，接下来三届奥运会可能都

见不到中国男篮的身影。

男足在宋卡像流星般闪了一

阵，然后又陷入黑洞。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这支国奥被年龄、身

体都不如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

吊打，输掉的绝不仅仅是一张东

京奥运会入场券，而是未来四年

甚至八年内中国足球的希望。

中国男排是值得同情而不是

苛求的另类，世界排名第二十、亚

洲排名第六的他们，是三大球里

遭受批评和质疑最少的队伍，他

们从成绩到待遇都太寒酸，完全

失去了存在感，虽然江川、刘力宾

这些小伙子颜值了得，实力不俗，

可现在，他们拿着不到朱婷零头

的收入，像荒郊野岭上一簇簇苦

菜花自生自灭。

托翁说，天下幸福的家庭都

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

男足男篮的不幸，就跟男排截

然不同。男足男篮哥俩二十五、六

年前就跟国际接轨，搞起了职业化，

收入如芝麻开花，都达到了世界前

列，水平却原地不动，现在不知有

汉，无论魏晋。一个在杭州从事青

少年篮球培训的西班牙教练看了中

国各级专业队的训练，得出的结论

是，他们的训练不讲science。

理论上，如果父母的身高总

和超过平均人群 30 公分，一个孩

子就具备从事篮球运动的起码身

体条件，内线身高困扰了中国男

篮近半个世纪，但当2米以上的篮

球少年随处可见的时候，我们突

然发现，长高了的中国篮球，除了

身高一无所有，黄金一代的祖传

绝技统统失传。

关于中国足球，已经无话可

说，根据久病成医之说，但凡对中

国足球知道点皮毛的，都能给中国

足球开出方子。郜林前几天回应

中国球员收入过高问题，得到各界

一一致好评。他说，如果中国有

1000个郑智，10000个郜林，郜林就

一文不值。郜林知道中国足球目

前绝对不可能出现 10000 个郜林，

今后也很难，除非中国足球出现

100 个徐根宝。日本足球的成功，

就是有无数个徐根宝式认死理的

基层教练，像用祖传工艺做木桶、

铸铁壶的老匠人那样孜孜不倦地

给足球娃娃扎童子功。

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

后，我们已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

国，但至今难言体育强国，正是因

为三大球羞于启齿。雅典奥运会

时，目睹阿根廷夺得男篮、男足两

块金牌，我们一个体育总局官员

不无眼馋地说，要是可以，我们愿

意用10块金牌换他们一块足球金

牌。无他，三大球影响太大，分量

太重，基础太广，市场潜力太惊

人。

最近三届奥运会，我们诞生

了上百个奥运会冠军，但能被人

记住的有几个？郜林、郑智连亚

洲冠军都没拿过，有几个奥运冠

军的知名度比得上他们？姚明孙

兴慜档次的球员，社会影响力和

市场号召力，远远超出他们从事

的运动项目本身，更不用说梅西、

C罗、东契奇、字母哥了。

中国三大球何时能出头，已经

成为跨世纪难题，但也并非死结。

林书豪已证明，华人可以胜任篮球

场上任何位置。孙兴慜已证明，亚

洲也能出产足球世界级球星。日本

男排去年的逆天表现证明，身高不

是问题。而中国足球和篮球早已证

明，钱不是问题。当钱和人都不是

问题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得多。

七贤

中国男子三大球，猴年马月能出头？

CBA 全明星周末一直被球迷诟病无

聊。虽然今年全明星依靠着易建联、林书豪

等球星的粉丝，上座率总算是上去了，但是昏

昏欲睡，又一次成为了全明星正赛的标签，一

场比赛下来，难得有几个能让人印象深刻的

画面。

号称是“中国篮球界春晚”的 CBA 全明

星周末，遇到了春晚类似的问题，大家每年在

固定时刻观看，已经成为了“例行公事”，却是

以吐槽为主。其实这也不是我们这边特有的

问题，NBA 这几年的全明星比赛，除了各种

明星扎堆，大家也想不起什么特别经典的画

面，上一次让人讨论好久，应该可以追溯到拉

文的扣篮了吧。

今年CBA也有努力制造看点，因为之前

杜锋训斥“阿日”在网上爆红，一个杜锋和曾

繁日的对决炒作了足足有一周，但是最终以

曾繁日的扣篮结束，过程不超过 1 分钟，让大

家有种：“我瓜都举起来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的感受。

那么这种堂会式的全明星周末，要怎么

才能让现在这些见多识广的球迷们满意呢？

首先要摆正态度，都已经是 2020 年了，

看得出很多球员在参加全明星的时候，都还

是收着打的。

大家谁都不愿意看到去年全明星赛，

上海男篮王潼受伤赛季报销的情况。但

是既然参加了全明星赛，是不是应该把服

务球迷回馈球迷当做是自己的责任，拿出

像扣篮王矣进宏那样不服输的精神？

当然有了金刚钻才能做出瓷器活，的

确有一些球员的风格是特别适合全明星

的。类似今年最后一节打疯了的邓蒙，去

年直接对抗易建联的郭艾伦⋯⋯这些“人

来疯”型的球员，属于场子越大越热，状态

越好打得越 high 的类型，有那份表现欲加

上有那个能力，自然能够打出赏心悦目的

表现，在这一点上，原本姚主席在 NBA 时

也没做到。

所以下一次 CBA 列全明星参赛名单的

时候，还是要多多考虑一番，毕竟像胡金秋这

种大个子，被选去参加技巧赛，能靠两个三分

一举打进决赛，只是小概率事件。

曹林波

全明星周末
该怎么玩
是个国际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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