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周琦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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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帅德安东尼表示火箭有具体培养计划

广州越秀山开练

11月 4日下午，本赛季中超联赛刚刚落
幕，5日下午，所有入选新一期中国队的国
脚们就行色匆匆地从国内各地赶往越秀山
报到。主帅里皮一身蓝色西装，显得神采
奕奕。接下来中国队将在广州越秀山体育
场展开今年也许是最后一次集训，这次集
中的主要目标是备战接下来的两场高水平
热身赛。

11月 10日中国队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
赛，安排在广州恒大的主场天河体育中心进
行。按照球队的计划，备战球场则选在了越
秀山体育场。作为广州富力队联赛主场，越
秀山体育场内的草坪质量没有问题，完全能
满足国家队集训需求。关键是越秀山体育
场相对封闭，国脚们能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
境下进行备战。曾在广州执教 3 年多的里
皮，对于广州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国足此
次的参赛场地与集训场地分开安排，更有利
于集训工作的有序进行。

天河体育场是恒大队的联赛主场，对这
块场地国脚们当然非常熟悉，这就省去了赛
前的比赛场地训练，最多安排赛前进行一次
适应性练习。根据计划，在同塞尔维亚队比
赛结束后，中国队第二天下午将飞往重庆，
备战 11月 14日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抵达
重庆后，参加中超颁奖典礼的国脚们会前往
现场参加相关仪式，其他国脚则前往酒店休
息，从目前国家队参加本期集训的球员情况
看，多数国脚都会出现在2017中超的颁奖典
礼上。

向J罗发出挑战

提到国足的两场热身赛，就要好好说一
说两个对手。据了解，这次塞尔维亚队和哥
伦比亚队都是尽遣主力而来，尤其是南美劲
旅哥伦比亚队，包括 J罗在内的大牌球星都
将悉数来华比赛。

先说塞尔维亚。10 月 31 日，塞尔维亚
足协官网公布了该队集训名单。从球员名
单组成看，塞尔维亚将以 2018 的俄罗斯世
预赛出线的原班人马前往亚洲，报名球员
中有 21名队员是参加了最后两场世预赛比
赛的队员，其中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
员多达 14 人，此外，还有在葡超、俄超、土
超、希超等联赛踢球的球员。目前，塞尔维
亚队以效力曼联的中场大将马蒂奇领衔，
主力阵容中还包括那不勒斯的马克西莫维
奇、罗马的科拉罗夫，曾效力于切尔西和沙
尔克 04 的纳斯塔西奇等名将，效力于中超
天津泰达的古德利也在名单之列。这份名
单只有 3 名新人。看得出来塞尔维亚对本
次亚洲之行非常重视，球队在备战世界杯期
间，希望能够通过本次集训，进一步熟悉亚
洲球队的技战术打法和风格。

再说哥伦比亚。11月 4日，哥伦比亚足
协在其官网上公布了最新一期球队的集训
名单。由阿根廷老帅何塞·佩克尔曼率领的
哥伦比亚国家队将先行抵达韩国，在 11 月
10日与韩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随后，哥伦
比亚队将奔赴重庆备战。在哥伦比亚队公
布的 25人大名单中，不仅有 J罗、胡安·夸德
拉多、巴卡这样的哥伦比亚明星级球员，来
自中超上海申花的莫雷诺也榜上有名。而
这也将是这位申花外援首次以哥伦比亚国
脚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球迷面前。

中韩足球再比拼

其实这两场热身赛，除了是中国队与世界强
队的对阵机会外，还是一次中韩足球国家队层面

比拼的机会。因为塞尔维亚与哥伦比亚队都将

先后与中国队和韩国队交手。按计划，塞尔维亚

队将在6日集中，次日飞赴广州，在11月10日与

11月 14日先后与中国队、韩国队过招。哥伦比

亚队与塞尔维亚的行程正好相反，他们将在 11
月 10日先和韩国队对阵，然后在 14日与中国队

打比赛。面对同样的强手，中国队和韩国队谁的

成绩更好，自然是两国球迷关注的焦点。

上个月中国队的国际足联排名超过了韩国

队。在 12强赛两回合较量上，虽然两队总比分

以3∶3打平，但中国队客场打进2球，韩国队客场

进球数是 0，显然中国队更胜一筹。此番中、韩

两队不约而同选择与塞、哥两强热身，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视为在另一块赛场上的隔空叫板。

（李 立）

相关新闻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未能打进
俄罗斯世界杯的中国男足，在 2018年将
获得难能可贵的与高手过招的机会。

他们将在第二届“中国杯”上迎战乌
拉圭、威尔士和捷克三支强队，为备战
2019年亚洲杯积蓄力量。

8日上午，在“2018中国杯国际足球
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宣布第二
届“中国杯”将于3月22日－26日在广西
南宁举办。这个赛期正值国际足联规定
的国际比赛日，意味着各队都将重视这
次能够获得国际积分的比赛机会，并可
以派出最强阵容应战。

除中国队外，三支客队包括：在南美
区预选赛中力压阿根廷队以第二名身份
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乌拉圭队，去年欧
锦赛上历史性打进四强的“超级黑马”威
尔士队，以及传统欧洲劲旅捷克队。三
支球队中，乌拉圭队的世界级射手苏亚
雷斯和卡瓦尼，在 8 日现场展示的视频
中表达了参加“中国杯”的意愿，并与球
迷约定“南宁见”。威尔士队同样不乏顶
级球星，效力于皇马的边锋贝尔，据主办
方万达体育介绍，也有望到南宁参赛。

正与中国男足在广州集训的国家队

主教练里皮通过录像表示：“借助‘中国
杯’，我们将得到跟世界一流强队过招的
机会，这对中国队来说非常有价值。国
足也将在高质量的比赛中不断成长和进
步。下届亚洲杯将在 2019年 1月举行，

‘中国杯’的比赛对于国足备战亚洲杯意
义重大，希望球迷到现场支持我们。”

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戚军在发布会
上说，明年的中国杯将是中国男足“2018
年在国内参加的最高水平的国际足联A
级赛事”。

戚军还介绍说，“中国杯”是中国足
协与万达集团携手在国内打造的一项

“中国制造国际A级品牌赛事”，旨在为
国家队提供更多与高水平球队交流的机
会。中国队目前已在里皮的带领下开始
着手准备亚洲杯，“中国杯”将是极好的
一次练兵机会。

2018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由中国
足球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广西
南宁市人民政府和万达集团共同主办。
作为唯一以“中国杯”命名的国际足联A
级赛事，自 2017 年年初的首届赛事开
始，每年中国队将有机会在主场迎战三
支国外劲旅。

国足全力出战2018“中国杯”

苏亚雷斯和卡瓦尼约定“南宁见”

西藏发展滑雪登山运动

为洛桑冬季青年奥运会建设人才梯队

迎着朝阳，背对群山，从海拔超过6000米的
雪峰之巅，用十几分钟滑雪速降数百米——如此
刺激的一幕，连日来多次在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部
的洛堆峰上演。滑雪登山项目的运动员和爱好
者正在这里的西藏登山大会上训练。目前，西藏
正在大力发展这一户外冰雪项目，为2020年洛
桑冬季青年奥运会建设人才梯队。 （据新华社）

西藏滑雪集训队和滑雪爱好者在海拔西藏滑雪集训队和滑雪爱好者在海拔
60106010米的洛堆峰接近顶峰处合影留念米的洛堆峰接近顶峰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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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惠民100首届龙舟锦标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1月7日记者获悉，由

省体育局、省体育总会主办的2017年江西省“体
育·惠民100”第一届龙舟锦标赛，日前在南昌市
青山湖举行。

此次比赛分男、女22人龙舟200米直道竞速、
500 米直道竞速、男子 12 人龙舟 200 米等 7 个项
目。最终，江西师大科技学院队获得女子 22 人
200 米、500 米，女子 12 人 200 米直道竞速第一
名。南昌虎山队获得男子22人200米、500米，男
子12人200米、500米龙舟直道竞速第一名。

兹维列夫期待伦敦总决赛

网坛“新生力量”展开对决
新华社罗马11月7日电 展示网球未来偶像

和创新精神的男子网球职业选手协会（ATP）新生
力量年终总决赛7日在意大利米兰打响，因参加
ATP年终总决赛而退出本次比赛的德国新锐小
兹维列夫出场亮相，打了几个球，为比赛添彩。

20岁的亚·兹维列夫本应参加这项专为21岁
以下运动员举办的世界顶级网球赛事，但他本赛
季的上佳表现让他赢得了一张ATP年终总决赛
的入场券，因此他退出了本次新生力量年终总决
赛。在美妙的 2017 年里，他共收获 5 个冠军头
衔，焦科维奇和费德勒都曾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世界排名目前高居第三位。

首届新生力量总决赛采取了许多新规则：取
消占先、取消擦网重发、司线全部采用“鹰眼”、观
众可随意走动等。

在7日展开的首轮小组赛中，A组的韩国选
手郑泫3∶1战胜加拿大人沙波瓦洛夫，俄罗斯选
手卢布列夫3∶2击败意大利选手昆齐；B组的俄
罗斯人梅德维德夫3∶1逆转同胞卡恰诺夫，克罗
地亚的丘里奇3∶0轻取美国选手唐纳德森。

全国指弹球运动培训基地落户婺源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单长华）

11月8日，全国指弹球运动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
婺源县举行，标志着婺源指弹球运动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指弹球运动是一项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桌面
高雅的运动项目，并获得发明专利，成为世界最
小的球类运动项目，于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批
准为国家正式比赛项目，在全国推广普及。近年
来，婺源十分重视群众体育和老年体育工作，投
资建成了全国一流、六面球桌的指弹球馆，承办
了五次掷球（含指弹球）赛事及全国大学生掷球
赛，推动了指弹球运动的发展。

记者节！
讲述身边好故事

11月4日2017中超联赛刚刚落幕，11月7日晚上中国队就在广州集中，备战10日对阵塞尔维亚、14日对阵哥伦比亚两场硬仗。能约

战J罗这种级别的赛事，对于中国男足来说，确实足够分量。经过了12强赛的洗礼之后，中国队还能有所变化，踢出漂亮的足球吗？

［国足·邀约］ 约战J罗 中国队能赢否

11 月 7 日，火箭官方宣布将

周琦下放到NBA发展联盟的毒

蛇队，而这位中国新星在 NBA
发展联盟出战一场比赛后，11
月 8日，火箭又宣布将其召回。

打了 5场NBA比赛就下放，下

放了一场比赛就召回，火箭

此举用意何在？

本赛季至今，周琦代表火箭

打了 5场比赛，平均每场上场时间

5.4 分钟，贡献 1.8 分 1.2 个篮板。从

目前情况看，周琦在火箭队缺乏上场

时间，火箭主帅德安东尼的

用人策略较为保守，周琦往往

只能在垃圾时间才得到上场机

会，而且由于火箭目前战绩极佳，

他也不会冒险让一个刚刚进入

联盟的年轻人进入主力轮换

阵容。

与其在火箭枯坐板凳，

不如在 NBA 发展联盟里获

得更多实战机会。篮球评

论员张卫平就表示，周琦

被下放是好事：“以前有地方队的球员调

到国家队，在国家队打不上球，在板凳上

坐了一年，回到地方队也不会打球了。

所以运动员不能坐，光靠练是不行的，要

打球，要打比赛。周琦下放之后上场时

间能保证，能保持身体，培养状态，磨炼

技术，随时还可能回到火箭。”

其实对于NBA球员、特别是新秀球

员来说，被下放到发展联盟是常事，在

2017-2018 赛季开始时，NBA 有 38%的

球员曾经被下放到发展联盟锻炼。对于

火箭来说，将新秀下放到发展联盟锻炼

更是习以为常的做法，比如目前火箭主

力中锋卡佩拉，便在新秀赛季被多次下

放到火箭下属的毒蛇队，他该赛季只代

表火箭打了 12场比赛，却代表毒蛇队打

了 38场。德安东尼表示，火箭会有计划

地培养周琦，至于究竟是待在火箭还是

下放到毒蛇队，得视实际需要而定。“我

不确定他今年能打多少场比赛，但是我

们对他的要求就是争取积累更多的经

验，并且继续进步。他将会变得很优

秀。” （李元春）

周琦为何下放一天被召回

新赛季WCBA扩军至14队
2017－2018 赛季 WCBA 联赛发布会 11 月 7

日在京举行，新赛季联赛将扩军至14支球队，比
赛11月13日将全面开打。

这是 WCBA 的第 16 个赛季，也是中国篮球
实行管办分离改革后的首个赛季，联赛各项投入
均有所增加。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篮协一定
要尽全力将WCBA打造成高水平、出人才，且具
备自我造血功能的全新品牌赛事。

据介绍，新赛季球队数量由 12 支增至 14
支。揭幕战将于 11 月13 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上
赛季亚军八一队主场迎战联赛新旅陕西队。

竞赛办法也有新变化，比赛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常规赛14支参赛队进行主客场双循
环，前八名进入季后赛。常规赛于2018年1月17
日结束，共进行26轮182场比赛。第二阶段季后
赛将从1月24日开始，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
总决赛均采用5战3胜制（1－2－1－1）。若季后
赛打满所有场次，联赛将于3月24日结束，共15
轮35场比赛。整个赛季如按日程打满全部比赛，
共需进行217场，比上季的225场少了8场。

新赛季将加大对队员和教练员违规行为的
处罚力度。一场比赛中，累计1次技术犯规，1次
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的队员或教练员将被取消本
场比赛资格，并自动追加停赛一场。从新一季常
规赛开始，取消主教练申请“录像回放”的特殊规
定。在赛前直至比赛结束后在记录表上签字之
前此期间，只有主裁判员有权批准和使用即时回
放系统。 （据新华社）

11 月 8 日是记者节，“好记
者讲好故事”2017年中国记者节
特别节目 8 日晚在 CCTV-1 播
出，来自全国新闻战线的13位记
者登台讲述他们在采访过程中
的所见所闻。

从烽烟滚滚的革命年代，到
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再到波
澜壮阔的改革发展时代，一代
代新闻工作者记录历史，书写
荣光。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杨
茜在采访抗战胜利 70 周年、长
征胜利 80 周年、建军 90 周年的
三个专题报道过程中走遍了江
西的山山水水，从一位位普通
老兵的故事里，明白了共和国
是如何走来，人民解放军战士是
怎样的人，拥有着怎样不可战胜
的力量。

接地气的新闻才有生命力，
来源于群众的作品才有受众，步
入媒体融合的时代，新闻的品格
不变，记者的使命不变。山西广
播电视台记者陈湘有一个讲了

25年还没有结束的故事。陈湘
25 年前采访了一所盲童学
校，自此，记录和讲述这个
群体的生活样貌、欢喜忧
伤是她的 25 年，带盲孩
子们看电影、给他们讲
故事、办校园广播也是
她的 25 年，这个讲了 25
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盲
孩子们追逐光明的梦想还在
路上。人民日报社记者顾仲阳
讲述了 12 年走访偏远山区，采
访过的脱贫攻坚故事，却错过了
自己身边的故事：儿子人生的第
一个毕业典礼，母亲人生最大
的一场手术……但他不后
悔，还要离人民更近些，这样才
能离新闻更近，离真情也更
近。 （金力维）

中国男足主教练里皮中国男足主教练里皮（（前前））在训练中在训练中。。

11 月 7 日下午，新一期中国队
23名队员在里皮的带领下，在广州
越秀山体育场进行了首堂训练课。
里皮在训练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我接手中国队后，球队取得了长足
进步，尤其是最后 6 场世预赛比赛
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虽然我们没有
争取到参加世预赛附加赛的机会，
但是中国队目前走在正确的道路
上，并且还有成长上升的空间。”

谈到中国队人员新老交替的问
题，里皮坦言：“我们正在逐渐推进
中国队人员调整和更新换代的工
作，但是一些 U22 适龄国脚没被招
进本期国足集训队伍中，原因是考
虑他们将参加 12月举行东亚杯，因
为明年 1月这些年轻球员还将参加
亚足联 U23 锦标赛备战，所以这期
不征召他们，是想给他们一个休整
机会。”

里皮说：“2017年联赛已经结束
了，无论是哪家俱乐部的球迷，我都
希望大家能来支持中国队赛事，即将
迎战的两个对手实力非常强，他们都
晋级了明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所以
这两场热身赛质量会相当高，所以
我特别希望中国球迷到现场支持中
国队，成为中国队最坚强的后盾。”

为何国足集训
没招U22球员

里
皮

让年轻人
休整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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