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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NBA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
京时间5月14日，中国女排公布了
参加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的25人
大名单，辽宁女排共有丁霞、颜妮、
段放和胡铭媛4名队员入选。

中国女排公布的25人大名单
如下：朱婷、张常宁、刘晓彤、李盈
莹、刘晏含、段放、张轶婵、金烨、车
文涵、袁心玥、杨涵玉、胡铭媛、王
媛媛、郑益昕、颜妮、龚翔宇、曾春
蕾、杜清清、刁琳宇、姚迪、孙燕、丁
霞、林莉、王梦洁、倪非凡。

尽管辽宁女排未能杀入上赛
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四强，但丁
霞、段放和胡铭媛的表现非常抢
眼，得到国家队教练组的青睐。而
颜妮虽因伤病几乎错过了整个赛
季的联赛，但她始终是国家队副攻
位置上的稳定一环，入选大名单在
情理之中。根据赛程安排，世界女
排联赛第一站将于北京时间 5 月
22 日在巴西打响，中国女排届时
将与俄罗斯、多米尼加和东道主巴
西队同场竞技。

中国女排公布25人大名单

辽宁女排4将入选

根据中国篮协的安排，本月15日
是新一期中国男篮正式集结的日子，
辽宁男篮入选20人大名单的郭艾伦、
赵继伟和刘志轩都将前往北京报到。
总的来看，刘志轩算是中国男篮最终
大名单的边缘球员，刘志轩也坦言：

“这个赛季我的竞技状态不太好，跟
腱、脚踝先后受伤，大部分场次表现不
理想。这次去国家队，希望把状态调
整好，别像联赛那样忽好忽坏的，争取

进入最后的12人大名单，为此我将在
这次集训中拼尽全力。”

在动身之前，刘志轩和队友高诗
岩在 13 日晚上与 CBA 著名评论员霍
楠还在沈阳通过直播的形式与球迷搞
了一次互动。由于从霍楠和高诗岩的
个人社交媒体上提前得知消息，本次
活动也吸引了几十名辽篮球迷来到现
场，其中不乏特意从大连、锦州、丹东
等省内其他城市赶来的球迷。

在与球迷热情互动之余，霍楠不
禁感慨道：“CBA之所以发展这么好，
离不开球迷的支持，辽篮球迷对辽篮
做到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这些可
爱的球迷是 CBA 的灵魂。”很多球迷
十分想知道，郭士强教练在更衣室内
经常对辽篮队员说什么。霍楠爆料，
高诗岩模仿郭士强教练的讲话最拿
手。高诗岩也不客气，拿主教练开了
一把玩笑：“第一点，防守；第二点，重

点人；第三点，篮板球；进攻正常发挥，
我们这场球就赢一半了。”惟妙惟肖的
模仿让球迷忍俊不禁。

除了娱乐性话题之外，刘志轩和高
诗岩对球迷关注的哈德森去留问题并
没有回避。作为队友，刘志轩和高诗岩
都对哈德森给予很高评价：“全队上下
和老哈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刘志轩透
露，辽篮俱乐部也在对哈德森进行最后
的评估，看看是否还有续约的可能。

新一届中国男篮15日正式集结

刘志轩全力冲击世界杯大名单
本报记者 李 翔

NBA季后赛的情节正式进入高潮
部分，库里、利拉德、莱昂纳德、阿德托
昆博四大高手带领队伍会师西部和东
部决赛，仿佛金庸小说里华山论剑的
情节一样，捉对厮杀之后，进入总决赛
的两支队伍再为最高荣誉进行决战。

在西部决赛的两支球队中，从实
力对比来分析，相信更多人都会看好
勇士队。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勇
士队最近几个赛季的崛起之路，很多
时候都把开拓者队当成垫脚石。数据
显示，自从库里扛起三分球大旗，勇士
队自2015年夺冠至今，与开拓者队在
常规赛和季后赛总计交锋27场，勇士
队拿到了21场胜利。在这段时间内，
勇士队与开拓者队曾两次在季后赛中

相遇，分别是 2016 年西部半决赛与
2017年季后赛首轮，勇士队在2016年
以总比分 4∶1 胜出，2017 年则是干脆
利落地以4∶0横扫。如果评一评勇士
队近几年给西部各队造成的痛苦指
数，火箭队应该排第一，开拓者队完全
有资格排在第二。

特别是2017年的季后赛，开拓者
队已经打得足够好，但在勇士队的碾
压面前，开拓者队想赢一场挽回一点
面子的愿望化为了泡影，最后那场比
赛，利拉德拼尽全力拿到 34 分，怎奈
队友疲软，利拉德孤立无援，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勇士队夺走胜利。

说起来，利拉德还是土生土长的
奥克兰人，这是勇士队的主场所在地，

紧挨着旧金山。可利拉德偏偏看不惯
家乡球队的行事作风，利拉德不止一
次地强调，自己绝不会效仿杜兰特、考
辛斯等球员，组建或加盟一支超级强
队。在开拓者队，利拉德是当仁不让
的头号球星。此次艰难闯入西部决
赛，开拓者队在求胜欲望上绝对不落
下风，但是想在赛场抹平与勇士队的
实力差距，还需要奇兵的出现和一些
好运气。

再看东部决赛，雄鹿队已经厉兵
秣马久矣，别看他们缺少季后赛经验，
却一路过关斩将，很有一些兵不血刃
的架势。猛龙队则是苦战过关，莱昂
纳德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带领猛龙队
杀出重围，先后淘汰魔术队和 76 人

队。猛龙队士气之旺盛自不必说，但
对手雄鹿队在这个赛季表现出了令人
畏惧的防守实力，猛龙队需要莱昂纳
德继续冲锋在前，可雄鹿队偏偏是一
支不怵个人单打的队伍，一定会想尽
办法增加防守强度，不让莱昂纳德的
杀伤力有用武之地，毫无疑问，莱昂纳
德将面临季后赛以来最大的考验。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一个好汉三
个帮的重要性愈发明显。雄鹿队的替
补实力非猛龙队可比，有一组数据显
示，当“字母哥”下场休息的时候，雄鹿
队的净胜分反而会更高，而当莱昂纳
德休息的时候，猛龙队的进攻水准便
一落千丈，把球队扛在肩上前进，莱昂
纳德的担子更重了。

四大高手领衔 分区决赛来了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5
月14日，塔吉克斯坦足协宣布，塔
吉克斯坦国家队将在 6 月 11 日在
广州与中国国家队进行一场热身
赛。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足协这
边依旧静悄悄，尽管里皮重新执教
国足的传闻即将变成现实，但在最
后确定之前，中国足协保持沉默也
可以理解。

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
管还未举行签约仪式，但里皮已经
开始为重新接手国足进行准备。
在上周末中超联赛广州恒大队和
上海上港队的主场看台上，出现了
里皮两位助理教练的身影。考察
队员，将是里皮目前的重要工作，
毕竟再依靠老将，国家队的运转恐

怕难以为继。据了解，里皮将在 5
月下旬正式升帐，确定新一期国家
队集训名单。目前已经确定的是，
新一期国足将于6月3日在广州集
中，备战6月7日和11日与菲律宾
队、塔吉克斯坦队的两场国际A级
热身赛。

对里皮来说，带领中国队冲击
世界杯是最高目标，眼前的任务是
在这两场热身赛中取得胜利。目
前的情况是，中国队在亚洲区的积
分排名不容乐观，一旦被身后的伊
拉 克 队 超 过 ，中 国 队 就 将 失 去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区 40 强赛的种子队资格，如果在
第一阶段分组时无法避开亚洲足
坛强队，对中国队来说前景不妙。

为保种子队资格
国足得拿热身赛当生死战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时
间 5月 14日，以新人主打的中国女排
在2019瑞士女排精英赛首轮比赛中，
以1∶3不敌老将压阵的日本队。参加
此次比赛的中国女排由安家杰教练带
队，朱婷、袁心玥、丁霞等主力球员并

未随队出征。
虽然没能取得开门红，但中国女

排向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更看
重通过这样的邀请赛让年轻队员充分
磨炼技战术。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
发阵容由郑益昕出任首发接应，主攻

李盈莹、刘晏含，副攻胡铭媛、杨涵玉，
二传刁琳宇，自由人林莉。整场比赛，
中国队练兵意图很明显。从用人来
看，位置不是很固定，一直在轮换着
打，意在充分给年轻队员机会，让她们
大胆面对困难，不断磨炼自己。

新人主打重在锻炼 中国女排有收获

不是所有大牌外援来中超联
赛都能做到来之能战，水土不服的
球员，大连一方队的哈姆西克算是
一个。9轮联赛之后，哈姆西克在
联赛中出场 7次，0进球 0助攻，甚
至有消息说，哈姆西克动了返回意
甲那不勒斯队的念头，当然，对合
同在身的哈姆西克来说，这样的可
能性几乎为零。

哈姆西克在意甲联赛中，是那
不勒斯队攻防转换的核心，实力应
该不容置疑，但大连一方队主教练
崔康熙显然还没找到正确使用哈
姆西克的“说明书”，上轮联赛，崔
康熙干脆放弃使用状态不佳的哈
姆西克，但穆谢奎、博阿滕和卡拉
斯科的外援组合也没能为球队带
来主场胜利。目前大连一方队积

7分排在中超积分榜的第13位，仅
高出降级区2分。

大连一方队成绩不佳，主教练
崔康熙主动揽责已经成为常态，“4
个主场比赛，球队都没能取得胜
利。球员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输球
都是主教练的责任。希望球员们
不要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而泄气，
继续把球队内部良好的氛围保持
下去，不要出现下滑的情况。”作为
韩国足球教练的佼佼者，崔康熙恐
怕没想到自己的中超之旅如此艰
难，大连一方队的纸面实力称得上
兵强马壮，可联赛开始两个多月
了，他依然没有解决好有大牌用不
好、国内球员磨合不够的问题。下
轮联赛大连一方队客场对阵深圳
队，全队对胜利充满渴望。

怎样使用哈姆西克
崔康熙还没找到“说明书”
本报记者 黄 岩

经过8天的角逐，2019年全国青年
游泳锦标赛暨二青会预选赛在辽宁游
泳馆落下帷幕，代表辽宁出战的沈阳游
泳队收获2银2铜，遗憾地与金牌擦肩
而过，但通过与高水平对手直接较量，
许多好苗子在本次比赛中得到锻炼，辽
宁游泳的未来充满希望。

13 岁的沈阳男孩付一麟就是这
次比赛中涌现的新星，尽管与他同场
竞技的对手要比他大两三岁，但在男
子乙组50米自由泳决赛中，他游出25
秒 85 的成绩是所有 2006 年龄组选手

中最好的。在接受采访时，付一麟非
常谦虚：“这次比赛我虽然在 50 米自
由泳上成绩不错，但在其他泳姿比赛
中和上海、浙江等强队选手还有差距，
我需要继续努力。”

作为付一麟眼中的强队——上海
队的领队，赵振威上次来沈阳参赛还
是在 2013 年的“十二运”，“本次比赛
是沈阳市时隔6年又一次举办全国性
大赛，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感觉很亲
切。本次比赛我们对成绩很满意。比
赛的承办方辽宁省体育产业集团在竞

赛的组织、接待等方面做得很好。”赵
振威如此表示。

“从今年开始沈阳将多次举办全
国性游泳比赛，这对辽宁省的游泳发
展会产生很大促进作用。”赵振威直
言，“辽沈地区盛产体育人才，辽宁游
泳队曾经培养出不少优秀运动员，现
在中国女子游泳的领军人物王简嘉禾
之前就在沈阳训练，她在 200 米、400
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上都拥有世
界级的实力。相信不久的将来，辽宁
还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落幕

泳池中涌现辽宁新星
本报记者 李 翔

中超、中甲联赛激战正酣之
际，中乙联赛迎来了一周双赛。5
月15日16时，沈阳城市队将坐镇
主场迎战西安大兴崇德队。对于
目前在北区积分第四的沈阳城市
队来说，对手实力有限，本场比赛
志在全取3分。

作为从中冠联赛升入中乙联
赛的升班马，西安大兴崇德队在
本赛季前9轮2平7负，进球数只
有 5 个，失球数却高达 19 个，无
论 从 哪 个 角 度 看 都 是 一 支 弱
旅，但是，这不意味着沈阳城市
队可以轻松获胜。一方面，在没
有外援的情况下，国内球员实力
差距不大，这就增加了比赛的偶
然性，西安大兴崇德队此前也曾
客场逼平冲甲热门宁夏火凤凰
队；另一方面，“临门一脚”欠佳的
问题，已经成为本赛季沈阳城市
队的最大隐患。

在新帅于明的打造下，尽管
失去了多名上赛季中前场主力球
员，沈阳城市队的攻击力并未出
现断崖式下滑，反而在多场比赛
中按照教练组的要求打出传控足
球，在对方门前制造大量威胁，但
是球队在门前终结的那一下，始
终差了点意思，“雷声大，雨点小”
成为常态。联赛前9轮沈阳城市
队进球 16 个，在前 5 名球队中仅
比淄博蹴鞠队略高。考虑到沈阳
城市队前 9 轮硬仗不多，这个数
据难言出色。

客观而言，本赛季沈阳城市
队中前场的创造力和个人攻击力
与上赛季相比确实有所下降，但
目前的得分效率，也不是真实水
平的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上一个主场，在被青岛红狮队终
场前扳平比分后，沈阳城市队只
用了一分钟就打进制胜球。

不难发现，沈阳城市队“临门
一脚”的问题，还是出在心态上。
在客场与保定容大队的比赛中，
一球领先的沈阳城市队在进攻端
过于随意，错过了锁定胜局的大
好机会，最终被对手读秒绝平，这
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15 日
的比赛，沈阳城市队需要摆正心
态，保持专注度，珍惜创造出来的
每个破门机会，别再让现场球迷
体验“过山车”的感觉了。

沈阳城市队须解决
“临门一脚”痼疾

本报记者 李 翔

5月13日，中国女排队员郑益昕（右）在比赛中扣球。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国际米兰离欧冠又近一步

库里 利拉德 莱昂纳德 阿德托昆博

5月1日，大连一方队球员哈姆西克（右）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国际米兰队球员波利塔诺（右）进球后与队友纳英戈兰庆祝。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
京时间5月14日凌晨，在意甲联赛
第 36 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际
米兰队主场 2∶0 轻取“副班长”切
沃队，最近 7 轮保持不败，重新回
到积分榜第三位。

面对已经提前降级的对手，国
际米兰队并没有轻敌，在上下半场
分别由波利塔诺、佩里西奇各下一
城，兵不血刃地拿下3分。

在 积 分 榜 上 ，国 米 以 66 分
反 超 亚 特 兰 大 队 排 名 第 三 ，与
第五名 AC 米兰队也拉开了 4 分
的距离。

由于意甲联赛前四名可以直
通欧冠，在联赛只剩两轮的情况
下，国际米兰队的形势非常乐观。
只要下一轮能在客场击败已经无
欲无求的那不勒斯队，国米就将提
前锁定下赛季欧冠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