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黄 岩 视觉设计：张 宁 校对：牛凤宇体育新闻
TIYUXINWEN

12

本报讯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辽宁赛区报名通道开
启，广大象棋爱好者可以踊跃报名参赛。

2016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专项公益金的支
持下，首届“棋王争霸赛”顺利开办。该赛事以倡导
全民健身、发展群众体育为核心理念，通过市、省、
国内三级赛事，吸引了广大象棋爱好者积极参与，
成为全国覆盖范围最广、参赛人数最多的象棋业余
赛事。

召集令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多年来，为深入推动全民健身、进一步弘扬中
华民族悠久的象棋文化，中国体彩持续助力全国象
棋业余“棋王争霸赛”，致力于为普通棋迷打造一个
接地气的赛事平台。

8月23日至9月1日，只要你是象棋爱好者，只
要你的年龄在 18 至 60 周岁之间，即可到辽宁省各
市体彩中心进行现场报名参赛。本次参赛只需提
供参赛者姓名、性别、身份证号、通信方式等信息，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本次比赛不接受专业象棋选
手报名（获得全国运动健将即象棋国家大师称号及
大师以上称号者）。

本着“大奖大、小奖多”的原则，本次比赛所有
参赛选手均可获得由中国体育彩票、中国象棋协会
联名颁发的参赛证书，获得市级棋王称号的参赛选
手均会获得成绩证书。

在辽宁赛区的省级比赛中，辽宁体彩中心还为
晋级选手准备了更丰厚的奖品。除了前三名奖品
外，所有参赛选手均获得精美纪念奖。

全新玩法 公益体彩不缺席

模式创新化、赛事生活化是本次“棋王争霸赛”
的亮点。在本届比赛中，体彩中心将比赛场地从以
往紧张严肃的专业赛场，挪到了氛围轻松的体彩实

体店，贴近群众，方便往来的购彩者和大众加入到
全民健身的队伍中来，共同体验象棋运动的魅力。

本次中国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不
仅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是对体育彩票“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这一发
展目标的坚定践行。

8月23日至9月1日，爱好象棋爱运动的你，一
定要记得去辽宁省内各市体彩中心报名。

佟 娇

辽宁体彩向广大象棋爱好者发出召集令——
“民间棋王”争霸赛辽宁赛区等你来战

“民间棋王”争霸赛辽宁赛区报名地点

大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沈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溪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朝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铁岭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盘锦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葫芦岛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阜新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抚顺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辽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丹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营口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锦州体彩第2107007923号实体店

大连市西岗区建业街92号

本溪市明山区新城路35号（原体委办公楼二楼）

朝阳市双塔区北大街338-20

铁岭市银州区柴河街南段6号

盘锦市兴隆台区盘锦市体育场2区

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天维花园1-6号

阜新市细河区解放大街北段恒业二期 9-11 网点

抚顺市顺城区新华大街10-8号

辽阳市白塔区胜利路千汇小区43-37号

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五纬路6-2

营口市西市区西华路南19甲1-2号

锦州市凌河区瑞士家园门市

0411-84357873

13842016277

024-43155789

0421-2853966

024-72670344

18842768000

0429-3116370

0418-2929515

024-57689733

0419-2264930

0419-2264940

0415-2125203

0417-2820058

15668649100

8 月 29 日，中国男篮参加 2019
年男篮世界杯的 12 人大名单终于
出炉，沈梓捷无缘入围，而来自浙江
广厦队的孙铭徽则幸运地留在了大
名单里。这样，中国男篮的大名单
为：郭艾伦、赵继伟、赵睿、方硕、孙
铭徽、翟晓川、阿不都沙拉木、可兰
白克、任骏飞、易建联、周琦、王哲
林。中国男篮能否在家门口取得佳
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12名球员
的表现。

随着老队长周鹏意外骨折告别
国家队，中国男篮三号位的主动进
攻能力进一步弱化。李楠显然希望
通过采用三后卫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与巴西队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
男篮的失误次数分别为 10 次和 12
次，已经控制得非常出色。

只是，中国男篮在后场人员宽裕
的同时，内线人手稍显不足。尽管翟
晓川、阿不都沙拉木和任骏飞必要时
都可以顶到四号位，但作为一项大
赛，只带 3 名中锋确实显得有些冒
险。无论易建联、周琦还是王哲林，
只要有一个人在开赛后出现伤病，中
国男篮就要面临极其被动的局面。

对此，李楠在热身赛中反复检验
小个阵容，甚至排出过“死亡五小”。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男篮对内
线球员非常依赖。3名中锋都具备在

国际赛场低位单打的能力，即便自己
不攻，一旦在内线持球，也会迫使对
方进行包夹，从而给队友创造空位机
会。另外，对于郭艾伦、赵睿和孙铭
徽这种突破能力极强的后卫，也需要
中锋为他们在内线挤出一个前进的
空间。可以说，只要易建联这个稳定
的得分点在场上，中国男篮的主攻点
就会非常明确。除了反击之外，阵地
战一般由内线发起，采用内外结合
的方式，是中国男篮常用的战术。
在此情况下，3 名中锋的健康情况
和竞技状态，是中国男篮取胜的重
要保障。
本报记者 李 翔 29日电自北京

12人大名单终于出炉

中国男篮到了出征的时刻

作为东道主，中国男篮享受到了此
前很难想象的红利，被分到一个实力相
对最弱的小组，外界普遍认为“想不出线
都难”。但是，再好的签位，也需要一场
一场认真地打，才能获得出线权。31日
与科特迪瓦队的世界杯首秀，对中国男
篮来说，就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

科特迪瓦队是最后一支入围世界杯
正赛的非洲球队，他们的世界排名只有
64位，是世界杯32强中最低的。更重要
的是，因为奖金和医疗保障不到位，他们
此前还闹起了罢训，这严重影响了球队
的备战。面对这样一个实力有限且军心
不稳的对手，如果不能挟主场之威拿下
开门红，对球队的士气会是一个很大的
打击，这是中国男篮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情况。

尽管从历史战绩和两队现状来看，
胜利的天平都明显向中国男篮倾斜，但
中国男篮也不能有丝毫大意。一方面，
作为一支球风硬朗的非洲球队，科特迪
瓦队并非不堪一击，队中更有前辽宁男
篮外援汤普森、前山东男篮外援拉米扎
纳和前福建男篮外援迪亚贝特这些老熟
人，他们对CBA的熟悉程度都会帮助科
特迪瓦队给中国男篮制造麻烦。

另一方面，伤病已经成为中国男篮
的大敌。在被问到世界杯上最大的困难
时，中国男篮主教练李楠直言：“困难会
很多，首先是伤病。从集训到现在，我们
一直在受伤病困扰，在世界杯上，我们希
望远离伤病。”此外，主场作战对中国男
篮而言也会是一柄双刃剑，就看球员能
不能顶住压力，正如李楠所言：“本届男
篮世界杯在我们家门口举行，是压力也
是动力，而且我们这支队伍年轻球员太
多，很多都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他们需
要学会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本报记者 李 翔 29日电自北京

战胜伤病与压力
誓取开门红

首战
前瞻 问：12人名单为什么公布得这

么晚？
李楠：确定名单对教练组来说

是很艰难的事情，因为队员有各自
特点，在这个夏天很刻苦，我们一
定要慎之又慎进行选择。另外在
训练和比赛期间，队伍难免出现一
些伤病问题，为了以备不测，我们
到最后一刻才公布名单。

问：后卫线上这次有 5 名球员
是怎么考虑的？

李楠：这5 名球员都非常有特
点，都在训练和比赛中有过非常
好的发挥，世界杯上，我们肯定会
针对具体情况，对这 5 名球员进行
不 同 的 组 合 ，做 不 同 程 度 的 使
用 。 我 们 相 信 在 世 界 杯 的 比 赛
中，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问：世界杯上，最大的困难是
什么？

李楠：困难会很多，首先是伤
病，大家也都看到了，从集训到现
在，中国男篮一直在受伤病困扰，
所以即将开始的世界杯，我们希
望首先远离伤病。其次，作为东
道主在家门口比赛，是动力也是
压力。当然，即使有很多困难和
挑战，我们也要全力打出年轻中
国男篮的特点，发挥出球队的全
部实力。

为啥祭出“五后卫”
本报记者 黄 岩

谁能想到，美国队的备战工作
竟然如此坎坷，先是大牌明星一个
接一个地退出，接着热身赛破天荒
输给了澳大利亚队，最后终于在世
界杯开赛前以 84∶68 击败加拿大
队，找到了胜利的感觉，但过程却
让人忧心。全场比赛，美国队在三
分线外 14投 2中，整个下半场甚至
没有一记三分球入账。

总的来说，这是一支星光黯淡
的美国男篮，队中也就沃克一位实

打实的全明星球员。其他人甚至可
以称之为泛泛之辈，德里克·怀特、
乔·哈里斯这样的名字，拿出来都未
必知道是谁。美国队此前在 2010
年土耳其男篮世锦赛与 2014 年西
班牙男篮世界杯中获得两连冠，科
比日前表态：“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这阵容已经做好准备争夺三连冠
了吗？”

可以说，美国队中名气最大的
人，当属老帅波波维奇。最后阵容

确定时正好剩下12人，连个选择权
都没有，波波维奇似乎有点憋屈。
不过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波波维奇
并没有当成对自己的冒犯，他说：

“我们真的要感谢美国篮球人才储
备的深度，我之前不断重申，我从
不在乎谁不在球队里。”

过去的国际比赛中，美国队输
球的主要原因往往是自负和轻敌，
而今年，情况则截然不同，美国队
必须打起精神全力去拼。

美国男篮 不敢叫“梦之队”
本报记者 黄 岩

中国男篮在本届世界杯的目
标是什么？主教练李楠给出了一
个很“官方”的答复：“我们要全力
争取小组出线，拿到我们能拿到
的最好名次。”这其中，拿到好的名
次可谓重中之重。根据规则，只有
成为世界杯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
中国男篮才能获得直通东京奥运
会的资格，而这可以说是中国男篮
本届世界杯唯一的目标。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男篮从
A组出线问题不大。但进入第二
阶段小组赛，中国男篮很有可能
要面对阿根廷队和俄罗斯队，实
力都在中国男篮之上。如果中国
男篮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三战全
胜，那或许还有机会为 8 强全力
一搏。否则的话，止步16强就会
是中国男篮的最终成绩。

不过，中国男篮能否通过世
界杯进军奥运会，还取决于亚洲

对手的表现。抛开 2020 年奥运
会东道主日本队，伊朗队、韩国
队、菲律宾队和约旦队是中国男
篮的直接竞争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杯9-16
名不再进行排位赛，而是按照国
际篮联规则直接进行排名。一
旦伊朗队和中国男篮一同止步
16强，就需要通过比较小组排名
和小分来确定最终名次。这就
要求中国男篮不仅要打好每一
场比赛，而且还要获得尽可能多
的净胜分。此前，著名篮球评论
员苏群曾预测，中国男篮最终的
世界杯名次会在第 13 名至第 15
名之间，而这也基本符合中国男
篮第 14 名的世界排名。中国男
篮能否力压亚洲对手拿到东京
奥运会的入场券，人们不妨拭目
以待。
本报记者 李 翔 29日电自北京

全力争取出线

16强是中国男篮保底要求

刚刚在沈阳四国赛以全胜战
绩拿下冠军的塞尔维亚队，被认
为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的
确，10 年的时间里，塞尔维亚男
篮收获了2次欧锦赛亚军，1次世
锦赛亚军和 1 次奥运会亚军，他
们唯独缺少的就是一座属于他们
的冠军奖杯。

2 年前的里约奥运会，约基
奇在小组赛面对美国队时曾砍下
26分，那时约基奇还只是一名新
秀，如今他成长为NBA最好的中
锋之一，他的成长也预示着塞尔
维亚男篮和美国队实力差距的缩
小，击败美国男篮，对于这支塞尔
维亚队来说已不再是奢望。

用豪华之师来形容塞尔维亚
男篮并不为过，他们的当家球星

约基奇，上赛季在NBA联赛中交
出了全面数据，帮助掘金队以西
部第二的成绩闯进季后赛，在季
后赛中约基奇的场均数据提升至
25.1分、13篮板、8.4助攻，凭借如
此优异的表现，约基奇也在赛季
末入选了最佳阵容一阵，从这点
上说，他就是如今NBA最好的中
锋，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中锋。

除约基奇外，这支塞尔维亚
队的 NBA 球星还包括马里亚诺
维奇、别利察和博格丹诺维奇，这
当中要属博格丹诺维奇实力最为
突出，虽然进入 NBA 只有 2个赛
季，但博格丹诺维奇在他效力的
国王队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上赛季在与湖人队的比赛中，
他更是命中终场绝杀。

塞尔维亚最有冠军相
本报记者 黄 岩

美国男篮小组赛程
9月1日 20∶30 美国-捷克

9月3日 20∶30 美国-土耳其

9月5日 20∶30 美国-日本

在五后卫的体系下，郭艾伦的发挥对中国男篮至关重要。图为在8月
25日中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中，郭艾伦（左二）突破分球的瞬间。

中国男篮小组赛程
8月31日 20∶00 中国-科特迪瓦

9月2日 20∶00 中国-波兰

9月4日 20∶00 中国-委内瑞拉

伤病侵袭 德约科维奇赢得好难

易建联（左）将担任中国男篮队长。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
时间 8 月 29 日，美网进入第三个比
赛日，男单头号种子、夺冠热门德约
科维奇以 6∶4、7∶6（3）、6∶1 战胜世
界排名第 56 位的伦德罗晋级第三
轮。尽管直落3盘击退对手，但比赛
过程却远不如比分看上去那般轻
松，比赛中德约科维奇两次请理疗
师入场治疗。受左肩伤病拖累，塞尔
维亚人陷入苦战，比赛中有很多拉锯

战，第二盘德约科维奇更是开局0∶3
落后，最终拼到抢七拿下。赛后卫冕
冠军承认：“尽管这是一场直落3盘的
胜利，但比赛打得非常艰难。”德约科
维奇的伤情为本届美网男单争冠局
势带来变数，他和费德勒镇守上半
区，如今德约科维奇身体有恙，已10
年未能在美网夺冠的费德勒看到了
希望。下半区随着多位种子选手出
局，已经成为纳达尔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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