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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烽火

33岁的梅西哪怕依旧拥有超
高的进球率，但必须承认他的巅
峰时刻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巴
塞罗那队该怎样利用好梅西最后
的“花样年华”呢，一是应该有一
位能力出众的主教练，再是尽可
能为梅西提供强有力的队友。可
惜巴塞罗那队一样也没有做到，
北京时间 1 月 14 日，随着主教练
巴尔韦德的下课，意味着球队又
将进入重组，梅西的时间又被浪
费了一些。

说起来，巴塞罗那队现在西
甲排名第一，俱乐部之所以对巴尔
韦德下手，之前超级杯半决赛被马
竞队逆转可能是让俱乐部失去信
心的原因。问题是，巴塞罗那队
在巴尔韦德带领下被翻盘也不是
第一回了，欧冠联赛中被神奇翻盘
的经历更加惨烈。其实，巴尔韦德
执教后最需要做的，是使球队完成
更新换代，但两年半时间过去，巴
塞罗那队现在的首发阵容，还是

经常出现 7 名左右 30 岁以上的球
员，球队似乎在原地打转，巴尔韦
德在比赛中最多只敢换下新来的
格列兹曼，从不敢动状态不佳的苏
亚雷斯，俱乐部认为巴尔韦德缺乏
个性不敢对老队员下手。问题是
俱乐部自己都从来没有表现出任
何对老队员的强硬态度，又如何要
求主帅去替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呢？

接替巴尔韦德的，是已经 61
岁却名不见经传的塞蒂恩，他能拯
救巴塞罗那吗？难。和巴尔韦德
一样，塞蒂恩捧起巴塞罗那队帅
印之前，教练生涯都在小球队打
转，此前执教拉斯帕尔马斯队和皇
家贝蒂斯队时，塞蒂恩最终都因和
高层、球员的矛盾主动离职，闹得
不欢而散。对于渴求安定的巴萨
而言，一个脾气太大的主教练，显
然不是最好的人选。当然俱乐部
也不准备让塞蒂恩打持久战，一份

“0.5+1+1”的合同，意味着塞蒂恩
注定只是过渡人选。

巴萨换帅浪费的是梅西的时间
本报记者 黄 岩

防守策略变化慢 盯不住重点人

辽篮这场胜利打了不少折扣
本报记者 李 翔

1 月 14 日，中国选手易骁飏
在冬青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大回
转比赛中位列第 43 名。高山滑
雪，不是看山有多高，而是运动员
手持滑雪杖、脚踏滑雪板，从山上
向下滑行的比赛项目。因其起源
于欧洲，奥委会的官方名称是“阿
尔卑斯滑雪”，高山滑雪是中文译
名。高山滑雪是冬季项目中最受
关注的大项，与夏奥会中的田径、
游泳一样，被称作“传统基础大
项”。高山滑雪比赛分4个小项，
其中回转与大回转被称为技术项
目，超级大回转和滑降被称为速
度项目。速度项目的赛道距离
长，坡度陡，垂直高度差大，对运
动员的水平要求自然也最高。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高山滑
雪项目开展时间虽早，但水平仍

然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徘徊。2016
年新疆冬运会时，高山滑雪大回
转项目全部参赛选手不足60人，
这个项目甚至没有预赛达标的门
槛，只要报名就可参赛。如此宽
泛的政策，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
却只有如此少的人参赛。这个冬
运会周期，中国选手进步比较明
显，共150多人参赛，说明2022年
冬奥会的成功申办，确实大幅推
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

到了国际赛场上，中国高山滑
雪运动员并不具备太强的竞争
力。冬奥会上，历来是得雪上者得
天下，但在这样的基础大项上，中
国选手扮演的多是艰苦的追赶者
角色。想想我们该如何夯实基础
大项的地基，真的是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中甲升
班马沈阳城市队目前正在广东紧锣
密鼓地备战新赛季中甲联赛，与此同
时，俱乐部的 11 支梯队也全部投入
冬训。作为一支年轻的俱乐部，沈阳
城市队把青训当作基石，在高水平外
教的助力之下，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
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沈阳城市
足球俱乐部荣获 2019 年中乙联赛最
佳青训俱乐部。其中，由2007年龄段
球员组成的 U12梯队表现格外抢眼，
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斩获“健力
宝杯”全国总决赛、青训“联盟杯”、长

沙“玛丽莱”精英赛三项全国青少年赛
事的冠军。此外，他们还获得了中国
足协青训中心“希望杯”季军、“东北联
盟杯”沈阳赛区、大连赛区、长春赛区、
黑龙江赛区等冠军。

为保证梯队的训练质量，沈阳城市
足球俱乐部聘请了6名外籍主教练和
20余名国内教练组成了各梯队的教练
组。外教中除了去年中国足协启动“百
名外教下基层”活动下派的三名克罗地
亚教练外，俱乐部还聘请了三位来自塞
尔维亚的外教。执教2007年龄段梯队
的，是来自克罗地亚的外教萨沙。

“他有一些欧洲的训练方法，比较

细致和新颖，包括传接球的训练方法、
理念，确实要比国内教练先进。”前辽
足球员、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青训总
监张永海这样评价萨沙。萨沙来到球
队后，不仅给小队员很多帮助，他的职
业精神和对足球的热情，也让与他共
事的国内教练深受触动。甚至简单的
对抗比赛，萨沙也十分投入，细致关注
球员每一个动作。在场边，他时不时
用简单的英语和汉语对场上队员进行
提醒，还会在本子上有所记录。据了
解，尽管萨沙与中国足协的合同会在
今年到期，但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有
意继续聘请萨沙执教 2007 年龄段梯

队。经过10个月的相处，萨沙与这批
小队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对沈阳的
生活也非常适应，双方有望长期合作。

在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的 11 支
梯队中，2007年龄段这支队伍好苗子
尤其多，得到了马林、黄向东等足坛
名宿的很高评价。目前 U13 国家队
的50人大名单中，沈阳城市足球俱乐
部有4名球员入选。“我们梯队中绝大
部分队员都是沈阳孩子，沈阳足球底
蕴好，我们俱乐部的目标，是要在未
来培养出一批在家乡球队踢球的球
星来。”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相关负
责人如此表示。

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打造青训子弟兵

6名高水平外教扎根11支梯队

什么是高山滑雪

1月14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少年组）比赛在北京
举行。这是吉林队选手娄展硕（左一）在男子1000米决赛中，他以1分29
秒247的成绩获得冠军。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十四冬”短道速滑少年组开赛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辽宁男篮
似乎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
1月14日，面对积分榜垫底的八一队，
辽宁男篮虽然以 110∶102 获胜，但球
队在防守端的表现却一言难尽。

本场比赛郭艾伦依然没有进入
12 人大名单，辽篮排出高诗岩、赵继
伟、史蒂芬森、李晓旭和韩德君组成的
首发阵容。比赛开始后，八一队进入
状态极快，以29∶22领先。第二节，辽
篮还是没有找到进攻感觉，八一队带
着51∶47的比分进入半场休息。

第三节，辽宁男篮终于改变防守
策略，八一队暴露出实力上的差距，单
节被辽篮打了一个 38∶20，辽篮反以
85∶71领先。就在人们以为辽篮就此

“一波流”带走比赛之时，第四节风云
突变，八 一 队 一 度 将 分 差 迫 近 至
4 分 。 好 在 最 后 时刻，辽篮终于稳
住心神，有惊无险地拿下胜利。本场
比赛，辽篮5人得分上双，巴斯得到全
队最高的24分。

虽然比赛结果是辽篮获胜，但从
过程来看，辽宁男篮在防守端的表现

是不及格的。首先是球队的防守策
略调整不够及时。比赛开局阶段，八
一队战术意图非常明确，利用韩德君
无法离开三秒区，让付豪拉出来中
投。整个上半时，付豪只投丢了两个
球，而辽篮却没有考虑过用联防来限
制一下。

直到第三节，辽篮调整防守战术，
用联防和全场紧逼相结合，一下子打
蒙了八一队。然而，到了第四节八一
队开始用三分球殊死一搏的时候，辽
篮忽然又不愿意放弃联防改回熟悉的

人盯人了，这直接导致对方在本节中
段迅速迫近比分，看到了逆转的曙光，
本来应该顺利拿下的比赛再起波澜。

在限制对方重点人方面，辽篮做
得也不够理想。刚从全明星周末归来
的付豪此役打出了全明星级别的数
据，28 投 16 中，砍下个人赛季最高的
36 分。此外，阿尔斯兰得到 17 分，罗
凯文得到15分，远高于他们的个人场
均得分。从这些直观的数据就可以看
出，辽宁男篮此役的防守确实应该好
好总结一下。

拿到计划内的胜利，对辽宁男
篮来说固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全场20次失误的数据却显得格
外刺眼。要知道，八一队是整个
CBA 唯一一支没有外援的球队，
本赛季也长时间占据积分榜末尾，
面对他们，辽篮都能送出 20 次失
误，确实有失强队风范。

从比赛一开始，辽篮的传接球
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仿佛这还是
像全明星一样的表演赛，失误显得
过于随意，这在史蒂芬森身上表现
得尤其明显。全场比赛，“师弟”出
现了多达7次的失误，比他篮板和
助攻两项数据之和还要多。过多的
失误也让“师弟”心态开始失衡，第
二节一次上篮被封盖后，急于找回

面子的他被吹罚进攻犯规，下一个
回合，明显带着情绪防守的“师弟”
又出现了一个幅度很大的犯规动
作，迫使主教练郭士强将他换下。

“师弟”的表现只是全队的缩
影。尽管未必是打从心眼儿里不
拿八一队当回事，但双方实力上的
巨大差距，还是让辽篮球员在比赛
的大部分时间里失去了专注度。
的确，八一队实力有限，没有办法
给辽篮带来更多的麻烦，辽篮不需
要在防守中投入太多精力也可以
赢下比赛。不过，接下来的三场比
赛，辽篮面对的都是“硬茬”，如果
失误数字还像本场比赛这样居高
不下，辽篮就会把自己置于一个相
当危险的境地。

20次失误
这还是人们熟悉的辽篮吗？
本报记者 李 翔

1月14日，辽宁本钢队球员高诗岩（右）在比赛中突破八一南昌队球
员阿尔斯兰的防守上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