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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小将李诗沣摘甲组男单冠军
女子划艇世界杯赛
江西摘2金2银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陈璋）5月16日
第八届女子划艇世界杯赛在匈牙利赛格
德举行，江西姑娘获得2金2银的好成绩。

本次女子划艇世界杯赛于 5 月 14 日
至15日举行，共有27个国家的106名运动
员参赛。中国皮划艇集训队选派 15 名女
子划艇运动员参加了全部 10 个项目的比
赛，最终获得 7 金 4 银 1 铜的佳绩。其中，
我省运动员贡献了 2 金 2 银，分别是青年
组的门欢/李琪包揽的U18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200 米两项冠军，成年组徐诗晓的
女子单人划艇 500 米第二名、许哲怡双人
划艇500米第二名。

28名中国登山者登顶珠峰
新华社拉萨 5 月 16 日电 16 日早 8 时左

右，由11名中国商业登山队员和17名登山向
导组成的登山队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
玛峰。至此，参与2018年珠峰北坡春季登山
季的中国登山团队已全部完成攀登。

此次攀登由西藏雅拉香波登山探险服务
有限公司组织。该公司在攀登中为登山客户
按最少1:1的比例安排向导，并配备了足量的
备用向导，设立接应组，保障登山者安全。15
日北京大学登山队登顶珠峰活动的向导和后
勤保障工作亦由该公司承担。

2018年珠峰北坡春季登山季已近尾声，
所有获登山资格的中国团队已全部完成攀
登。共有包括北京大学登山队在内的 23 名
中国商业登山队员以及 36 名藏族登山向导
登顶珠峰。

截至记者发稿时，登山队员正在安全下
撤中。部分登山向导将继续留在山上，完成
撤营等收尾工作。

社区红色电影展播
本报讯（记者刘斐）5月15日傍晚，南昌

市青云谱区瑶池公寓物业楼电影放映点早已
聚集不少的村民，等待放映影片《开国大典》。
据了解，此次影片展播由青云谱区岱山街道施
尧村联合区文广局策划，从5月14日至20日
在雄溪河畔瑶池公寓播放多部以党的革命历
史为题材的红色影片，预计观看人数达2000
余人。

据悉，此次红色电影展播有《焦裕禄》《建
国大业》《决战之后》《红色恋人》等10多部优
秀影片。

江西网球公开赛小球童选拔启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5 月 16 日，

2018WTA江西网球公开赛小球童校园选拔活
动在南昌市右营街小学启动，现场10所小学
获“江西省青少年网球推广试点基地”授牌。

据悉，球童最早起源于1920年的温布尔
登网球锦标赛，此后其他网球赛事也纷纷向
温网“取经”设立了球童这一岗位。球童可分
为网前服务球童和底线服务球童两类，主要
负责拾球和送球工作。

2018WTA 江西网球公开赛小球童的选
拔和培训将经历校园初选、网球课程培训、初
赛、复赛、岗前培训等5个环节。7月中旬左
右，主办方将最终从参选的10所学校选拔出
15名优秀小球童在赛场服务。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吕少军向记者介绍，
参与选拔的球童为9-16岁青少年儿童。截
至今年，江网赛事已推选出 2 位优秀球童分
别参与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及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球童服务。

跳水世界杯6月启幕

陈艾森、施廷懋领衔中国队
新华社武汉5月16日电 记者16日从第

21 届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8 年跳水世界杯将于 6 月 4 日至 10 日
在武汉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里约奥运会冠
军陈艾森、施廷懋、曹缘、任茜将领衔中国跳
水“梦之队”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

中国游泳协会主席周继红介绍，去年全
运会后，跳水队就开始为今年的世界杯和亚
运会进行准备。通过两站选拔，最终产生了
本届比赛11个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

据介绍，本届比赛设有男、女单人3米板，
男、女双人3米板，男女混合双人3米板，男、女
单人10米台，男、女双人10米台，男女混合双
人10米台，混合个人全能等11个项目。

除中国队的明星运动员外，里约奥运会
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拉夫尔、2017 年世界游
泳锦标赛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马来西亚选
手张俊虹等名将也将前来参赛。

NBA东部决赛：凯尔特人再胜骑士

5月 15日，在2017-2018赛季NBA季
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比赛中，波士顿凯尔特
人队主场以107∶94战胜克利夫兰骑士队，总
比分2∶0暂时领先。 （据新华社）

凯尔特人队球员杰伦凯尔特人队球员杰伦··布朗在比赛中扣篮布朗在比赛中扣篮。。

广东队也存在换帅可能

当然，现在没有换帅，不意味
着接下来几个月不会变动，因为事
实上从上赛季结束后不少球队所
反映出来的状况来看，不仅仅是上
海队，还有很多球队，包括广东、山
东这样的四强队伍，都有可能在今
夏换帅。

尽管在对广东主帅尤纳斯进
行赛季总结点评时，宏远俱乐部总
经理朱芳雨是给出了高度评价的，
并表示老尤兑现了俱乐部希望他
完成的目标，但广东队和尤纳斯去
年所签订的也是只有一年期的执
教合同，双方合同到期后是否续
约，尚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不过上赛季没结束时，尤纳斯

就曾陷入过“下课”传闻，而广东队
虽然最终杀入了四强，却遭辽宁队
横扫出局，这种结果带给球队最重
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华南虎需要一
个能真正帮助其实现重建的主教
练，从这个角度来看，尤纳斯也许
并不是最合适人选；不过若这位立
陶宛老帅再次离开，那将来也就很
难再有三度合作的机会，所以对于
老尤的去留，广东队也许还需要一
段时间去谨慎考虑。

倒是同为四强队伍的山东队
一直被舆论公认为是需要换帅的
球队，已经执教了他们三年时间的
洋帅凯撒在上赛季陷入空前危机，
包括不少山东本土媒体都认为他
过度依赖于丁彦雨航和两个外援
的打法，使得山东队其他球员的天

赋难以得到体现，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球队集体作战的能力。
而且三年时间下来，山东队

“黄金一代”最终才拿到第四
的战绩，多少还是没有达到外
界期待值，凯撒作为主教练自
然难脱其责。所以如果今夏
山东队宣布换帅，并不会令
人意外。

此外，在新赛季开始前
有可能换帅的球队还包括
福建、山西、北控和深圳等，
其中深圳队是由于前主帅
王建军禁赛期满，理论上应
该回归，不过烈豹的帅印
到底是否重归王建军执
掌，目前俱乐部方面还没
有最后决定。

2017-2018赛季结束不到一个月，6队更换主教练

“换帅潮”
只是CBA改变第一步

上周，CBA两位名帅崔万军和巩晓彬先后宣布卸任，告别了他们所执教的广州龙狮队和青岛双星队。在他们之前，

2017-2018CBA赛季结束还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已经有四支球队宣布主教练离任，换主帅的队伍几乎占到了20支队伍的

三分之一。而事实上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恐怕还会有更多球队加入到换帅的行列中来，其中也许还不乏战绩尚可者，那

也就意味着，今年夏天CBA教练市场的活跃有望带来球员流通的进一步升级，下赛季各队的势头也将更加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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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绩并非换帅唯一因素

过去的一个月，CBA 共有同曦、
吉林、四川、新疆、广州和青岛六支队
伍官方宣布了换帅。其中广州男篮
与名帅崔万军的“和平分手”是有点
出人意料的，毕竟崔万军去年才挂帅
龙狮，只用了一个赛季，就带队拿到
了季后赛名额，实现了此前广州队一
直奋斗的目标，也达成了他本人加盟
时所许诺的任务。理论上，这种情况

一般球队都不大可能换帅，所以当广
州队宣布崔万军卸任时，不少人都有
点惊讶。

尽管龙狮俱乐部官方只是表示
双方之所以“分手”，是因为崔万军与
球队的合同本就只签了一年，如今合
同到期，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不再续
约，听上去是相当平和地接受了这一
事实，但坊间传闻不续约的决定并非
俱乐部不肯，而是崔帅自己衡量再
三，从未来考虑认为自己并不合适长

远执教广州队，故决定离去。因此俱
乐部的声明多少还是透露出了几分
不舍和无奈———往年广州队虽几
乎年年换帅，但都是因为战绩不佳，
如今排名上去了，却依然要换帅。

相比之下，其他五支队伍的换帅
则比较“常规操作”，都是因为上赛季
战绩不理想，其中“被炒”的还不乏像
杨学增、李秋平和巩晓彬这样的国内
顶级名帅。而目前也有三支球队很
快找到了继任者：吉林队找回了前主

教练王晗；同曦队签约了立陶宛人克
拉皮卡斯；最有意思的是新疆队，他
们从上海队挖来了澳大利亚名帅戈
尔及整个“智囊团”，还为戈尔与李秋
平同时举行了接风宴和送行宴，两位
主教练在同一个场合把酒言欢，场面
颇为罕见。更有意思的是，关于李秋
平未来的去处，他的老东家上海队又
一次被卷入了传闻，即便上海队目前
并没有对外透露会有换主帅
之意。

夏季交易市场有望空前活跃

随着多家球队告别前任主教练，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些球队需要寻找
新主帅，一边是解约了的教练们需要
在新岗位任职，供求双方都有望在今
夏空前活跃。

正常来说，CBA球队聘请主教练
也都是从本土和洋帅两个主要板块

寻找，而以往由于大部分本土名帅都
名花有主，可供选择的不多，因此包
括广东队和广州队，都更多把目光投
向外籍教练资源。不过这才五月份，
教练市场上就已经有了李秋平、杨学
增和巩晓彬三位各有所长的名帅缷
任，其中李秋平和杨学增还都曾带队
拿到过 CBA 冠军，因此不难猜测，肯
定会有不少球队对他们感兴趣。

不过一支球队好坏的决定性因
素终究是在球员手里，而非教练，因
此对于需要改变的各队来说，换帅之
后，新帅所能带来的阵容调整也许才
是新赛季改变的第一个关键，这也使
得 CBA 夏季球员转会市场可能会进
一步活跃。

近几年来，CBA已经逐渐摆脱了
此前球员甚少流通的局面，很多球员，

甚至包括国手级别的球星，都曾在夏
季变换东家，并因此促成了新赛季整
个格局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出现过
一些争议性事件，但也在不断帮助联
赛规范市场行为，从联赛长远发展角
度来看，并非坏事。所以“换帅潮”也
许只是CBA今夏各队改变的第一步，
更大的人事变动还在后面。（汪雅云）

C
影响

尤
纳
斯
会
不
会
续
约
还
很
难
说
。

已经卸任的主帅里，巩晓彬（左）、

杨学增（中）都是因为战绩不佳，崔万

军（右）不再和广州队合作，则是因个

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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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陈璋 通讯员
曾伟）5月16日，2018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
标赛在苏州落幕。由我省交流输送到解
放军羽毛球队的南昌籍运动员李诗沣，勇
夺甲组男子单打项目的冠军。据了解，这
是江西运动员首次获得全国青年羽毛球
锦标赛甲组男单的桂冠。凭借这个冠军，
李诗沣也顺利取得世界青年奥运会的入
场券。

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是我国最高级
别的青年羽毛球赛事，现如今已经成为国
家青年队、国家队考察、选拔队员的重要标
准和依据。每年都会有一批中国羽毛球的
未来之星从这项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赛
事，作为获得世界青年奥运会入选资格的
一场重要赛事，因此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4

支运动队的321名青年运动员参赛。
目前，李诗沣的世界青年积分 16555

分，排名世界第五名，国内排名第一位。
此次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李诗沣先是
以大比分 2∶0（21∶12、21∶15）轻松战胜福
建队的陈翔晖晋级1/4决赛。面对辽宁队
的曹雨锋，李诗沣在先失一城的情况下，
及时调整心态和战术，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连追两盘逆转淘汰对手继续前进。半
决赛，李诗沣又以 2∶0（21∶16、21∶9）干净
利落拿下安徽队的黄禧龙，与江苏队的李
秉源争夺冠军。决赛的对手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难缠，场上比分也没有出现太多
胶着，最后李诗沣以 2∶0（21∶13、21∶11）毫
无争议地战胜李秉源夺得冠军。据悉，本
次比赛江西代表队还获得了甲组男子团

体冠军、乙组男子团体第三名、甲组男子
双打第三名、甲组女子双打第五名、甲组
男子单打第五名的成绩。

近年来，在省体育局党组的正确领导
下，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认真贯彻“小、
巧、水”战略，将羽毛球项目作为发展重
点，加强与解放军羽毛球队的交流合作，
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不断完善我省
项目梯队建设。通过不懈的努力，在继培
养了赵俊鹏、李云、张艺曼、吉淑婷等一批
国家队运动员后，李诗沣、叶浩坤、陈念
祖、戴望等一批优秀青年运动员又相继被
选调至国家羽毛球队。

外界一致认为山东队应该换掉凯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