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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辽宁男篮全队
飞往青岛，迎接重启之后的
CBA联赛。在接受采访时，辽
宁男篮主教练郭士强直言，虽
然球队阵容并不齐整，但辽宁
男篮的联赛目标没有变化，仍
然是总冠军。

6 月 17 日，辽宁沈阳城市足
球俱乐部官方宣布，球队与前北
京人和队门将牟鹏飞签约，而曾
入选过国足的广州恒大队前锋
王靖斌也即将加盟。通过近几
个月在转会市场的操作，辽宁沈
阳城市队的阵容已经得到补强。

牟鹏飞在 2018 赛季效力于
黑龙江 FC 队，在那个赛季，黑龙
江FC队30轮中甲联赛只丢了33
个球，仅次于中甲冠军武汉卓尔
队，牟鹏飞也当选了该赛季最佳
门将。2019年，牟鹏飞加盟北京
人和队，并在下半程顶替老将张
烈成为主力门将，尽管球队不可
避免地从中超降级，但牟鹏飞的
表现可圈可点。

在目前试训的球员中，25岁
的王靖斌是名气最大的一个。
2017 年的中国杯赛上，王靖斌被
征召进入国足，并且在与克罗地
亚队的比赛中打入一球，从此声
名鹊起。据辽宁沈阳城市队主教
练于明透露，王靖斌将会以租借
形式加盟球队。由于辽宁沈阳城
市队的锋线人员比较薄弱，王靖
斌很可能被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原辽足球员穆芊
羽、李振、陈景帆和原四川 FC 队
球员纪政玉已经基本通过考察，
即将签约。再加上此前已经完
成签约的曲晓辉，这些球员的老
东家都已经被取消联赛参赛资
格，所以不会占用内援名额。这
样，辽宁沈阳城市队的 5 个内援
名额也尘埃落定，即于珈唯、刘
佳鑫、杨艾龙、牟鹏飞和王靖斌。

辽宁沈阳城市队补强阵容

联赛虽未启动
也要加速引援
本报记者 李 翔

17 日出现在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的辽篮球员共有 13 人，即
郭艾伦、赵继伟、高诗岩、刘志
轩、鄢手骐、丛明晨、郭旭、贺
天 举 、李 晓 旭 、王 化 东 、韩 德
君、刘雁宇和外援梅奥。由于
球队暂时没有为梅奥报名，所
以 20 日与北京队的比赛，辽篮
12 人 大 名 单 没 有 任 何 悬 念 。
至于名字出现在注册名单上的
马壮、孙锴祺和卢梓杰，并没有
随队前往青岛。除非出现极特
殊的情况，否则辽篮本赛季剩
余比赛的大名单其实就是一道

“13选12”的选择题。
16日，辽宁男篮进行了离开

沈阳之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并
对媒体开放。在训练中，辽篮快
攻练习时间较长，郭士强在场边
还不时提醒队员加速。不难看
出，不断提速的快攻将会成为辽
篮在本赛季余下比赛中重点打
造的武器。或许因为即将迎来
正式比赛，辽篮球员在训练中表
现得极为兴奋，几次快攻都以扣
篮结束，就连不久前才从伤病中
恢复的丛明晨都表演了一次大
力灌篮。

不过，郭艾伦和李晓旭并没
有参加全队的最后一练。郭士
强透露，郭艾伦有点不舒服，所
以没有安排他训练。至于李晓

旭，问题稍微复杂一点，“李晓旭
的腿有点伤，问题不太大。他会
和球队一起去青岛，什么时候能
出场还需要再观察一下。”郭士
强如此表示。

但即便李晓旭能够出场，辽
篮内线人员轮转还是略显薄弱，
王化东和刘雁宇或许会获得更
多的机会，郭士强也证实了这一
点：“球队内线现在比较缺人，像
刘雁宇和王化东这样的年轻球
员肯定会有出场机会，希望他们
能把握住机会，用出色的表现给
予球队更多帮助。”

6月16日，CBA公司公布了
《CBA 联盟关于 2019-2020赛季

CBA 联赛复赛参赛俱乐部申请
暂停使用外援及亚外名单的公
告》，辽篮不出意外地申请暂停
使用外援，以全华班迎接联赛
重启。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辽篮肯定会在联赛中途为梅奥
报名，对于这个问题，郭士强并
没有正面回应，但他同时也对
梅奥评价很高：“经过两个多月
的合练，梅奥比刚到队的时候
好了很多。他是一名技术很出
色的球员，意识好，训练也很努
力。对于他在比赛中的表现，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辽篮到底
什么时候激活梅奥，球迷不妨
拭目以待。

昨日抵达青岛 全华班迎联赛重启

郭士强：辽篮目标总冠军
本报记者 李 翔

1∶0小胜不来梅队，北京时间6月17日，
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第 32 轮比赛中如愿获
胜，成功实现德甲 8 连冠。拜仁称霸德甲自
不必提，甚至在整个欧洲的范畴内，8连冠都
是前无古人。你看，法甲里昂曾实现7连冠，
俄超莫斯科斯巴达克曾6连冠，西甲皇马曾5
连冠，葡超波尔图曾5连冠，荷甲埃因霍温和
阿贾克斯都曾4连冠，英超曼联曾3连冠。说
到年年加冕，还是数拜仁厉害。

连年夺冠看似一家独大，悬念的缺失
甚至好像让人感觉有些无聊。但是，拜仁
这个赛季的冠军绝对来之不易。本赛季最
先拿起拜仁教鞭的是科瓦奇，可惜他带队
的前 10 轮拜仁队踢得凄惨落魄，去年 11
月，更是以 1∶5 惨败给法兰克福队。即便
拜仁俱乐部马上火线换帅，但毕竟军心动
荡，伤兵满营，赶鸭子上架的代理主帅弗里
克，似乎只是一个过渡角色，别输得太多就
算完成任务。

然而，9 个月不到，彼时死气沉沉的拜
仁，却在弗里克的调教下咸鱼翻身，非但填平
了科瓦奇时代留下的巨坑，胜率和进球数更
连破纪录，踢得简直扬眉吐气，弗里克一下成
为拜仁最佳新帅。

说起来，自从 6∶1 大胜不来梅队那场比
赛之后，拜仁就在弗里克带领下开上胜利的
快车道，各条战线豪取23胜1平，尤其在德甲
赛场，21 场德甲拜仁狂轰 66 球，场均 3.14 球
是德甲历史上所有主帅带队的最高产量。

在欧冠战场，首次带队出战淘汰赛的弗
里克，1/8决赛首回合就在斯坦福桥3球痛击
切尔西，让同样是首次执教豪门球队的兰帕
德灰头土脸。更难能可贵的是，弗里克把拜
仁老将一一重新激活，莱万多夫斯基又变回
了那个“恐怖莱万”，场均一球，得分如同探囊
取物，还有穆勒、胡梅尔斯甚至博阿滕，个个
都在弗里克手下重生。

拿下联赛冠军对拜仁慕尼黑队来说只
是第一步，德国杯和欧冠联赛，拜仁已经把
球迷的胃口吊了起来。“拜仁距离三冠王，
只有 5 场胜利的距离。”前拜仁名将哈曼也
对此无比乐观，“唯一能够阻挡拜仁拿到三
冠王的可能，就是赛程模式的改变，毕竟 7
月 4 日的德国杯决赛后，他们要休息很久，
但欧洲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比拜仁现在的
状态更好。”

拜仁8连冠“无聊”？

不，今年夺冠真不容易
本报记者 黄 岩

欧陆烽火

北京时间6月17日凌晨，西甲联赛第29
轮，10 人应战的西班牙人队在客场以 0∶0 逼
平赫塔菲队，最近两轮拿到4分，终于摆脱积
分榜垫底的位置。中国球员武磊首发出战，
表现可圈可点，最后在伤停补时阶段被换下。

本场比赛之前，西班牙人队已连续几个
月在西甲积分榜垫底，好在距离保级区分差
不大。赫塔菲则高居第五位，有望冲击下赛
季欧冠资格。武磊在上一场比赛中破门，本
场继续首发。开场后，西班牙人队也确实展
现出极强的求胜欲望，即使实力处在下风，
踢得也积极进取。只可惜比赛平衡在第 16
分钟早早被打破，西班牙人队的贝尔纳多在
一次争抢中动作稍大，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
牌罚下。

之后的比赛西班牙人队只能力拼防守，
控球率远远落后于赫塔菲队，甚至武磊也把
很多精力投入到前场拼抢中。最后西班牙人
队能从客场带走一分，已经是不错的结果。
比赛中，赫塔菲队 21 次射门，西班牙人队只
有5次。

好在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人队的保级
对手马洛卡队以 0∶1 不敌比利亚雷亚尔队，
莱加内斯队也输给巴萨。6月 20日，西班牙
人队将主场迎战莱万特队，如果赢球的话有
望逃离降级区。

当然，单从这场平局来看，西班牙人队要
想完成保级，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能顽
强地拼到这一分，同样是相当积极的信号。

武磊首发出战90分钟

可惜西班牙人仅获平局
本报记者 黄 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赛
季注定是 CBA 历史上最特殊的
一个赛季，尽管中国篮协正式公
布的只是第一阶段的赛程和赛
制，但以目前情况看，以赛会制+
空场打完本赛季是大概率事件，
而这种比赛形式是这支辽宁男
篮从未经历过的。对于志在夺
冠的辽篮来说，从踏上青岛比赛
场地的那一刻起，他们面临的就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士强大概是目前辽篮对

赛会制比赛最为熟悉的人了，谈
起这种赛制，他最有发言权：“赛
会制是一个考验，虽然不用往返
主客场，但赛程很密集。尤其第
一阶段的赛程里，我们有两次

‘背靠背’的比赛，全队需要把体
能分配好。”

与郭士强相比，赵继伟的态

度更加乐观。“之前联赛都是往返
主客场，舟车劳顿非常疲惫。现
在大家集中到一个地方，休息会
比较充分。”作为中国男篮的一
员，赵继伟近几个赛季的联赛间
歇期基本都要去国家队集训、比
赛，他对这个难得的假期也格外
珍惜，“这次停摆也让全队有了一
个很好的调整机会，可以更好地
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不过，辽宁男篮已经习惯了
在球迷的助威声中打球，忽然变
成空场比赛，这其中的落差需要
时间去适应。赵继伟对此说得
很干脆：“没有观众，球员就不会
那么兴奋。”另外，空场比赛的时
候，球员在场上的空间感也是完
全不同的，辽篮确实需要把困难
估计足，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样
才有可能收获一个好的结果。

2009年全运会季军、2013年
全运会冠军、2017 年全运会亚
军……在此前的三届全运会上，
辽宁女子垒球队把金银铜牌拿
了个遍。2021年陕西全运会，辽
宁女垒的目标只有一个：继续向
金牌发起冲击。

回忆起上届全运会决赛输
给江苏队的一幕，辽宁女垒主教
练白春政多少有些“心不甘、情
不愿”。“和北京队的半决赛打了
8局，对我们的消耗太大了，主力
投手本来体能就不太好，膝关节
还有伤，到决赛明显体力不支
了。”白春政这样告诉记者。由
于垒球比赛采用的是佩寄制，赛
程紧密，辽宁女垒的半决赛和决
赛之间只隔了一个半小时，根本
没有时间休息，比赛的结果也就
失去了悬念。“江苏队确实强，但
如果不是因为体能消耗太大，我

们其实还是能拼一下的。”白春
政有些不服气地说。

不过，垒球的赛制就是这
样，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白春

政也并不否认，“改变不了规则，
那就只能提高自己，恶补短板，
好好练呗。”白春政实话实说，

“省体育局号召打造‘辽宁体育

铁军’，我们这个冬天在浙江温
州练的时间也很长。原来队里
有些体能不太好的队员，一上量
就容易受伤，通过半年的冬训，
她们的体能情况好多了。”

目前队伍的情况，用白春政
的话说，“上届全运会之后，很多
老队员退役了，留下来的老队员
都是32岁左右，长期训练比赛积
累了很多伤病。小队员年龄特
别小，才 16 岁，通过训练进步很
快，但比赛经验还是有些欠缺。”
这样一支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
的队伍，想要冲击全运会金牌，
确实有一定难度。“上届全运会
我们在决赛中输了，有些遗憾。
这届全运会，大家都憋着一股
劲，练得也很刻苦。我们的想法
很简单，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金牌重新夺回来。”白春政
坚定地说。

辽宁女垒补短板找准赛制突破口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 翔

赛会制 空场 辽篮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本报记者 李 翔

6月 16日，辽宁男篮进行了离开沈阳之前的
最后一堂训练课，除郭艾伦和李晓旭外辽篮一线
队员全部聚齐，新援梅奥第一次公开亮相。

就在前几天，国际奥委会执
委会做出决定，由于 2012年伦敦
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亚军和
第四名得主药检复查不合格，中
国运动员切阳什姐的铜牌晋升为
银牌，原本的第四名刘虹则收获
一枚铜牌。这样，征战过北京、伦
敦、里约三届奥运会的刘虹个人
奥运奖牌数升至 2 枚。目前，刘
虹抵达昆明，正式开始东京奥运
会的备战训练。

身为女子竞走20公里、50公
里世界纪录保持者，刘虹在世锦
赛上也同样收获颇丰。征战过 6
届世锦赛的她战绩为 3 金 1 银 1
铜，其中就包括 2019年多哈世锦
赛上那枚得来不易的金牌。

还记得 2019 年 9 月 29 日那
场特殊的竞走比赛吧，哪怕鸣枪
时已是当地时间午夜，气温依然
达到 35℃，空气湿度高达 70%。
但是意志力顽强的刘虹扛住了极
端天气的煎熬，和队友包揽女子
20公里竞走冠亚季军，创造了世
锦赛历史纪录。

在刘虹身上，其实能看到中
国竞技体育“老将们”的坚守，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登顶领奖台
后，刘虹曾因结婚生子远离赛场
两年半。之后的复出和恢复，刘
虹付出巨大努力，身为一名年过
30岁的妈妈级选手，刘虹对训练
和备战有了更深的体会，关键成
绩也为她增添了信心。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
刘虹年龄再长一岁，无疑更是一
个挑战。但刘虹表示，她已经做
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重新出发。

获补奖牌 冲击金牌

刘虹身上看到
老将刻苦缩影
本报记者 黄 岩

莱万多夫斯基（右）在比赛中停球。

武磊（左）在比赛中进攻。

辽宁女垒明年全运会继续瞄准冠军。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梅奥（右）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