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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锋

ZHENGFENG

去年是辽宁和延边，今年是长
春，大连也好悬，东北球队连续两年
从中超降了三支队伍，2018 中超赛
季结束，东北足球一片哀鸿。像辽
宁、长春，过去几个赛季都是小心翼
翼，没有什么大手笔，一直都是在降
级边缘过日子。有人认为降级的原
因是缺少投入，其实这只是表象。
当然，如果目标是夺冠的话，肯定要
大投入，投入多少都不算多，但保
级，却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青训到
底该怎么做，今后的球应当怎样更
职业地踢，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怎样
更规范，等等，这些问题想通了，降
级的原因也就找到了。

说东北是中国足球重镇，一点
也不为过。当年甲A联赛，辽宁队、
沈阳队和大连队都拿到过好成绩，
吉林也有自己的甲A球队。无论是
拥有丰厚足球底蕴的沈阳、大连，还
是像长春、延吉这样足球盛行的城
市，都不缺少良好的足球土壤和足
球人才。但随着不断高价卖出自己
所培养的本土球员，用来维持俱乐
部自身的生存，造成俱乐部自身球
队实力不足。

其实“卖血”并不是问题，关键
是“造血”能力下降。一支俱乐部不
断依靠高价卖出核心球员来解决俱
乐部的资金问题，这种经营理念并
无不合理之处，很多欧洲中小俱乐
部也这么做，同样可以维持俱乐部
的正常运营，但关键是要靠健全的
青训体系支撑。就拿辽宁队来说，
最初走了张玉宁、李金羽，实力虽然
大损，但内功还在，后面还有徐亮、
王新欣，等到于汉超、杨旭、张鹭、杨
善平走了之后，辽足却真正伤筋动
骨了。近几年，辽宁队培养球星的
步伐大大放缓，在杨旭、于汉超这对

“双子星”之后，球队再没出过顶级
球员。长春亚泰当年夺冠的辉煌时

刻正是从青训起步。1996 年，亚泰
用一辆大客将杜震宇等二十几名小
队员从沈阳拉到长春，十年磨一剑
的回报是中超冠军。而现在，东北
地区球队的青训难言成功。

众所周知，足球人口基数决定
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足球水平高
低，而东北之所以竞争力大不如前，
除了人才流失外，青训断档造成的
后继乏人也是重要因素。因此，扩
大足球人口基数成为东北足球面临
的一项重要工作。

无论是去年火线接手辽宁队，
还是之前担任中国足协东北区的青
训负责人，或是现在担任国管部部
长兼训练总监，肇俊哲都谈到青训
问题，“搞青训一定要久久为功，这
需要一个良性的周期。我就是辽足
培养出来的球员，我希望把这种传
承传递下去，为青少年足球服务。
我 12 岁接受采访时，说的就是要帮
助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实
我那个时候很单纯，很专注，现在的
孩子就需要这种对足球的专注。引

导退役的高水平球员投身青训，能
够保证师资力量，对孩子进行精准
培养，这是足球青训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

20 余年中国职业联赛，东北球
队拿下了9个联赛冠军，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就。遗憾的是，现在东北
球队多在中甲聚首，折射出了东北
足球的尴尬。一不留神降级容易，
但要重回中超，恐怕非一朝一夕能
做到。东北球队要发展，就要在年
轻人培养方面下功夫。

2018赛季中超结束了 话题还没结束

东北球队接连降级 原因不仅是投入少
本报记者 黄 岩

刚 刚 过 去 的 这 轮
CBA 联赛，一场比赛的
比分引发大家争论。上
海队弗雷戴特疯狂砍下
75 分，北控队杰克逊则

轰下了63分，并最终用一记夺命的三
分球，绝杀了对手。两名超级外援最
后一节完全放弃了传球和组织，将比
赛变成了一对一。精彩归精彩，但国
内球员几乎成为比赛的配角，这不应
该是CBA联赛的常态。

无独有偶，另一场新疆队的比赛
中，外援亚当斯虽然投进了几个关键
球，但之前在手感不好的时候，依旧连
续出手，连外教戈尔都看不下去了，批
评亚当斯的出手机会不合适，对球队
的组织运转不理想，造成了国内球员
场上情绪的低沉。

戈尔的意思是，亚当斯太独了。
其实这不是一家外援的情况，新疆队

的亚当斯，北控队的杰克逊，青岛队的
吉布森，四川队的富兰克林，上海队的
弗雷戴特，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些外
援水平确实高，数据也真是好看，都说
国内球员决定下限，外援决定上限，外
援不能得分不行，全靠外援得分也不
行。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名外援支配
球时间太多，投篮的次数太多，就会造
成国内球员自信心普遍不足，球队整
体运转不理想。

引进外援的作用，一是提高联赛
观赏性，二是要带动国内球员，如果不
是组织、串联、带动队友，而是无限制
地开火，完全的个人主义，这样的外援
哪怕一场得六七十分，也很难说是优
秀。我们在衡量 CBA 联赛是否进步
时，其中一项重要的标准，就是本土球
员在联赛当中的表现和统治力，因为
本土球员才是一个联赛真正的财富和
未来所在。

CBA为啥国内球员场上情绪低沉
黄 岩

逆转四川队的喜悦还来不及品
味，辽宁男篮就继续踏上征途。11
月 13 日，辽宁男篮将在客场挑战老
对手新疆队，这也将是辽篮开赛以
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和辽篮一样，新疆队在常规赛
开始阶段也举步维艰，到现在为止
也吃到三场败仗。不过，新疆队毕
竟有着传统强队的底蕴，在人员齐
整的情况下，轮换阵容可以达到 11
人，这个阵容厚度与广东队相差无
几。而辽篮这边，赵继伟和刘志轩
继续缺阵，郭艾伦和李晓旭能否火

线复出还是未知数，12 人的大名单
都很难凑齐，以这样的阵容想要征
服联盟赫赫有名的“魔鬼主场”，难
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辽篮的替补球
员就必须站出来为球队分忧。在
11 日与四川队的比赛中，辽篮大名
单上仅有的 10 名球员全部出场，都
有得分，可以说打出了一场团队篮
球的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刚刚被提拔进一队的小将鄢手
骐通过罚球拿到两分，打开了他
CBA 生涯的得分账户。在第二节，

鄢手骐还很聪明地让心浮气躁的
富兰克林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五次
犯规，这都是辽篮比赛中的亮点之
一。和富兰克林比起来，新疆队小
外援亚当斯的得分能力更强，辽篮
只有采取“车轮战”的方式进行消
耗，才有可能对亚当斯加以限制，
在此情况下，鄢手骐也要做好战斗
准备。

钟诚、贺天举、高诗岩、杨鸣、卫
猛……过去的一个赛季，他们或者
不在辽篮，或者出场时间非常有限，
但在本赛季伤兵满营的情况下，辽

篮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中有人以
“奇兵”姿态出现。尽管大外援的问
题让新疆队很纠结，但哪怕是用单
外援出战，新疆队目前的实力依然
在辽篮之上。自从新疆队加入CBA
以来，辽篮在红山体育馆一共只赢
过三场比赛，所以13日的比赛，辽篮
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全力一搏，至于
胜负，那倒在其次了。

客场挑战强敌

辽篮需要更多的“奇兵”
本报记者 李 翔

“要知道我们辽宁男篮是靠什
么赢得的总冠军，我们不能把自己
的特点丢了。”在主场输给吉林队之
后，主教练郭士强对球队的防守提
出了严厉的批评。从11日与四川队
的比赛来看，郭士强的“敲打”起到
了效果，辽篮打出了本赛季迄今为
止防守端最出色的一场比赛。

尽管四川队的国内球员实力有
限，但在失去了 4名主力的情况下，
辽篮和对手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
言。这种情况下，比的就是谁更

拼，谁更想拿下这场胜利。很显
然，辽篮是更想赢球的那一方。比
赛第三节的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极
为深刻，为了救回一个前场球，高
诗岩冒着受伤的风险奋力一跃，冲
进了场地边本队的替补席，这个镜
头，就是本场比赛辽篮防守态度的
最好写照。

除了态度端正，辽篮球员执行
教练组的防守战术也异常坚决，这
在第四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富兰
克林上场后，辽篮所有的防守重点

都在他身上，从防止他接球开始做
起，这让富兰克林很难参与到球队
的进攻中去。对于其他四川队球
员，辽篮是宁可放他们空位投篮，也
坚决包夹富兰克林。这也不难理
解，篮下有韩德君坐镇，只要投篮不
进，篮板球就是辽篮的。这样的战
术执行力，确实是此前几场比赛辽
宁男篮所不多见的。

通过本场比赛，辽篮应该明确
一点，那就是伤病虽然可以损耗球
队的战斗力，但这是可以通过球队

的整体防守来最大限度地进行弥补
的。实际上，辽宁男篮在 CBA 立足
的看家本领就是防守，这是辽篮在
联盟中最核心的竞争力。13 日，辽
篮将在客场挑战新疆队，这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对手，尤其外线投射能
力极强，一旦被对方在开局阶段就
找到远投感觉，辽篮势必会遇到大
麻烦，这就需要在防守端倾注更多
的能量。仔细研究一下本赛季第二
场“疆粤大战”，辽篮应该可以从广
东队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无论胜负 辽篮的防守不能丢
本报记者 李 翔

遗失声明
▲辽宁新天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丢

失，代码2100174130，号码04946343，特此声明。

▲沈阳市坤廷散热器有限公司将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士

支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2210022085102,编号 2210-01242986，声

明作废。

▲李庄将营口市站前区0056607号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李庄将营口市站前区0068993号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辽宁格林蜂皇营养保健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3-1 丢失，注册号

2114811300047,核准日期2005年9月20日，声明作废。

▲辽宁格林蜂皇营养保健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3-2 丢失，注册号

2114811300047,核准日期2005年9月20日，声明作废。

▲辽宁格林蜂皇营养保健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3-3 丢失，注册号

2114811300047,核准日期2005年9月20日，声明作废。

▲辽宁纵横新技术开发公司我爱我家大卖场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号码

2100001090578，声明作废。

▲辽宁纵横新技术开发公司我爱我家大卖场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溪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行本溪至偏岭辽 E05525《道路运输证》丢

失，声明作废。

绥中县人民政府
关于高葛线道路施
工实行暂时封路的

通告
高葛线绥青线—葛家段（起点桩

号 K26 + 000 终 点 桩 号 为 K45 +

523.286）进行升级改造。现工程正在

施工，为保证施工期间车辆及行人的

安全，消除安全隐患，自2018年7月31

日起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对上述路

段实行暂时封闭，请过往车辆绕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人民

群众谅解。

绥中县人民政府

保险机构撤销
公告

机构名称：华泰保险销售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

机构编码：204362210103800

许可证编号：0028389

撤销原因：公司战略调整

撤销日期：2018年11月

业务范围：在辽宁省行政辖区内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

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

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8日

机构住所：和平区南五马路 183

甲-1号(183甲-1,10层)

负责人：张巍

联系电话：024-31258615

发证日期：2013年08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1 月 12
日，2018-2019 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的比赛结束，
中国队获得了一金两银三铜的成绩。
武大靖以 39秒 505的成绩在男子 500
米的比赛中夺冠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
的世界纪录，这也是继上周卡尔加里
站两次登顶后，武大靖在 500 米项目
上实现三连冠。今年 2月 22日，在平
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决赛
中，武大靖以 39 秒 584 的成绩打破世
界纪录夺冠，为中国赢得了平昌冬奥
会首枚金牌。

新赛季开始以来，武大靖延续了
良好的状态。在这次盐湖城站比赛
中，晋级男子500米A组决赛的5名选
手分别为武大靖、韩国选手林孝俊、匈
牙利选手刘少林、哈萨克斯坦选手尼
基沙、加拿大选手哈梅林。比赛开始
后，武大靖就取得领先，并且始终压制
着对手。冲刺阶段，武大靖发力甩开
对手。林孝俊、刘少林分获二、三名，
成绩为 39 秒 670 和 39 秒 699。赛后，
武大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39 秒
505，是速度也是一种信念！这又将是
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还在路上，中国短
道速滑队我们一起加油。”

在其他项目方面，男子5000米接

力，中国队派出了贾海东、于松楠、任
子威、武大靖的新阵容。比赛中，中国
队一开始处于第三的落后位置，最后
一棒武大靖全力追赶，最终中国队以
0.044 秒之差惜败匈牙利队摘银。男
子1000米第一次的比赛中，任子威在
和匈牙利队刘少林和刘少昂兄弟的竞
争中耐心寻找机会，在冲刺阶段任子
威以 1 分 24 秒 612 的成绩获得亚军。
在女子 500 米比赛中范可新以 42 秒
767 获得铜牌，在女子 1000 米第一次
比赛中，她以 1 分 28 秒 769 再得一枚
铜牌。

本次盐湖城站比赛，中国短道队
继续受到犯规问题的困扰，名将武大
靖因内道超越康诺伊尔时犯规，未能
晋级男子1000米决赛；女子3000米接
力中，中国队出现提前上跑道的情况，
被取消成绩。2000 米混合接力 A 组
决赛中，范可新先吃了一个出发犯规，
接着在比赛中自己摔出赛道，中国队
最后也被判罚犯规。

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总结
说：“我们的队伍结束了新的奥运会周
期第一年的两站世界杯赛，有收获，有
差距，还需努力。”短道速滑世界杯第
三站比赛将于 12 月 7 日-9 日在哈萨
克斯坦举行。

盐湖城短道速滑世界杯

武大靖破世界纪录夺冠

CBA前瞻

新疆VS辽篮导视
DAOSHI

今日19时35分

辽宁卫视体育频道直播

降级了，长春亚泰队球员赛后向球迷致意。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11月12日，肯尼亚马拉松名将基普乔格在香港与长跑爱好者进行交流。这
是基普乔格（后排中）与香港跑者分享经验。

基普乔格与香港长跑爱好者交流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2 日
NBA 常规赛，火箭力克步行者，哈登
刷出40分、7篮板、9助攻的数据。

本场火箭全队三分手感火热，开
场后塔克就献上两记三分，保罗则在
节末压哨三分，帮助主队保持领先。

第二节火箭延续强势火力，以 76∶54
领先进入下半场。第三节步行者大举
反攻，哈登挺身而出才稳住局面。末
节双方比分迅速接近，还是哈登关键
时刻罚球控制住分差。火箭最终以
115∶103力克对手。

NBA常规赛 火箭力克步行者

11月12日，在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分组赛A组第五轮比赛中，辽宁
女排以3∶1战胜八一女排。这是辽宁队球员段放（右一）在比赛中扣球。

辽宁女排战胜八一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