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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郭艾伦签约，辽宁男篮新赛季比赛阵容
已然跃然纸上——中锋：韩德君、莫兰德;大前锋：
付豪、李晓旭、吴昌泽;小前锋：张镇麟、丛明晨;后
卫：郭艾伦、赵继伟、弗格。替补球员方面，小前锋

俞泽辰和后卫周俊成都是颇具潜力的年轻球员，刘雁宇、鄢
手骐等球员也将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

在郭艾伦完成续约之后，张镇麟
也已经与辽宁男篮会合。这样，除了
两名外援之外，辽篮主力球员已经全
部就位。10月2日，球队将启程前往
杭州，借此开启新赛季征程——再拼
总冠军！

9 月 21 日，辽宁男篮参加了新
赛季的体能测试。刚刚代表国家队
参加完世预赛的郭艾伦、赵继伟和
付豪 3 名免测，韩德君和李晓旭两
位超过 30 岁的老将同样免测，球队
1个免测名额给了丛明晨。此外，包
括张镇麟在内的辽篮球员均参加了
这次体测，除周俊成需要补测外，其
他球员都顺利过关，拿到了新赛季
联赛的“上岗证”。

外援方面，辽宁男篮已经与上赛
季效力于球队的小外援弗格和大外
援莫兰德成功续约。小外援弗格近
日已经飞抵中国，大外援莫兰德因为

家庭原因，将无法参加新赛季 CBA
第一阶段比赛，他会在第二阶段开赛
前重返球队。

上赛季辽宁男篮夺冠，两名外援
贡献巨大，弗格即将随辽宁男篮开始
第三个赛季的征程，与球队的融合会
进一步加强，他与郭艾伦、赵继伟组
成的 CBA 最强外线将继续保持威
力。大外援莫兰德上赛季季后赛发
挥出色，成为奇兵，让辽宁男篮对他
新赛季的表现十分期待，如果他能延

续此前的状态，那么他将让辽宁男篮
内线实力保持联盟一流。

在国内球员和外援均已确定的
情况下，辽宁男篮新赛季主力球员阵
容也基本确定。外援莫兰德、弗格，
本土主将韩德君、付豪、李晓旭、张镇
麟、郭艾伦、赵继伟，以及丛明晨、吴
昌泽、俞泽辰、周俊成、刘雁宇、鄢手
骐等球员。辽篮将依靠这套上赛季
夺冠阵容，在新赛季向总冠军发起最
强有力的冲击。

在这个夏天，虽然面临很多困
难，但辽篮的备战始终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球队除了出战 CBA 夏季
联赛之外，还与青岛队打了 3 场热
身赛。这些比赛的胜负无关紧要，
辽篮主要的目的在于锻炼年轻球
员，尤其是近期与青岛队的热身赛，
包括周俊成、俞泽辰、刘雁宇、卢梓
杰等上赛季大名单边缘球员都获得
了较多的出场机会，他们的表现也
可圈可点。而在训练中，年轻球员
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求战欲望，这或
许可以为他们在下赛季的球队阵容
中赢得一席之地。

据了解，辽篮全队计划于10月2
日启程，进驻杭州赛区。2022-2023
赛季CBA将于10月10日开启，作为
卫冕冠军的辽宁男篮不出意外会在
揭幕战亮相并获颁总冠军戒指，正式
踏上新赛季征程。

集齐主力 再拼总冠军

辽篮10月2日踏上新赛季征程
本报记者 李 翔

随着郭艾伦续约一事尘埃落定，
辽宁男篮新赛季主力阵容已经没有
悬念。辽篮新赛季的后场，很大程度
上还是要仰仗郭艾伦和赵继伟这对

“双子星”。
上赛季，受到伤病等因素影响，

郭艾伦数据有所下滑，场均出战30.9
分钟，贡献 21.2 分、4.1 个篮板和 6.6
次助攻。不过，在辽篮整个赛季输掉
的 6 场球里，郭艾伦缺席了其中的 5
场，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强强对话中，郭艾伦对对方篮下的
杀伤，仍然是辽篮重要的进攻利器。

如果放在整个 CBA 联赛的维
度，郭艾伦对辽篮更加具有特殊的意
义。上赛季，郭艾伦成为辽篮 CBA
历史上第一个国内球员“8000 分先
生”，以8057分排在CBA历史得分榜
的第 12 位，与身前的哈里斯、巴特
尔、李楠和刘玉栋差距并不大。如果
不出意外，在执行完两年 D 类合同
之后，郭艾伦就将成为最先突破万分
大关的现役国内球员。无论对于辽
篮还是对于他个人，都有很多纪录等
着郭艾伦去创造。

上赛季总决赛，赵继伟非常好地
串联了整支球队，帮助辽篮 4:0轻取
浙江广厦队，他也成为辽篮第一个荣
膺“FMVP”的国内球员。作为一名
两次遭遇重伤的球员，能够从逆境中
走出并最终站在巅峰，殊为难得。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攻城拔寨

确非赵继伟所长。但赵继伟的长处
在于梳理球队进攻，调动队友的积极
性，与郭艾伦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上
赛季，除了被教练组安排轮休了一场
而没有“全勤”外，赵继伟为辽篮出战

46 场比赛，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其场均 13.9 分、2.8 个篮板、7.9 次助
攻和 2.1次抢断的全面数据，也证明
FMVP的称号实属实至名归。

在如今的 CBA，优秀后卫的重

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能够同
时拥有两名国产顶级后卫，是辽宁男
篮的幸运。在新赛季辽宁男篮冲击
总冠军的道路上，郭艾伦和赵继伟必
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双子星”撑起辽篮后场
本报记者 李 翔

图为郭艾伦（右）在比赛中突破上篮。 辽篮俱乐部供图

2022 年女篮世界杯今天在澳大
利亚悉尼拉开战幕，中国女篮将于
15时30分对阵小组赛首个对手韩国
队，战而胜之赢得开门红问题不大。
事实上，这支中国女篮征战本届世界
杯的目标为登上领奖台。

本届女篮世界杯共有12支球队
参加，分为两个小组，每组6队，采取
组内单循环赛制。中国女篮被分在
A组，同组的对手有美国、比利时、波
黑、韩国、波多黎各。

上届世界杯第六名、东京奥运会
第五名，中国女篮近年来整体实力稳
步提升，这也使其自身及外界对征战
本届世界杯充满了期待。中国女篮

此次参赛的12名队员为：杨力维、黄
思静、张茹、潘臻琦、李月汝、李梦、韩
旭、李缘、王思雨、武桐桐、迪拉娜·迪
里夏提和金维娜。

相比一年前的东京奥运会，这套
阵容调整并不大。国家队新任主帅
郑薇之前向外界表示：“球队总是要
新老交替的，所以补充了一些新的球
员，现在球队里可以说老中青都有。
我们还是以原有的班底为主，给年轻
队员一些锻炼的机会。虽然是一个
挑战，但是我还是充满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12人中，沈阳球
员李梦是最近热身赛中表现最为抢
眼的球员，特别是在与劲敌澳大利亚

女篮的比赛中，她得到全场最高分19
分。本届世界杯上，欧美球队将是中
国女篮的主要对手，面对身高体壮、
对抗能力出色的对手，中国女篮在整
体的对抗性方面并不占优。李梦作
为全队对抗能力最出色的队员，她的
突破将是球队的主要进攻手段之一。

此外，中国女篮的韩旭、李月汝
内线“双塔”是球队的内线支柱，身材
高大的两人在内线高举高打让对手
颇为忌惮。

近年来，中国女篮在世界赛场上
屡创佳绩，在国际篮联最新公布的世
界杯实力榜上，中国女篮仅次于美国
队和澳大利亚队，高居第三。

对于中国女篮，国际篮联之前在
其官网上撰文指出：去年东京奥运
会，大家以为中国女篮可以站上领奖
台，但她们没做到；此后的亚洲杯，每
个人都说她们会获得冠军，但她们也
没成功。现在，她们没有任何借口
了，再次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
阶段 6天打 5场比赛，这对运动员的
体能将是个考验。其实，对于中国女
篮来说，细节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成
败 ，心 态 则 决 定 了 球 队 最 终 的 成
绩。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能否登
上领奖台，还要靠整体实力、靠临场
发挥说话。

世界杯启幕 今日首战韩国队

中国女篮有能力登上领奖台
本报记者 朱才威

近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
县 14 岁的佤族少年王发在社
交网络上引起不小的轰动。首
先，在 2022年青少年网球巡回
赛广州站比赛中，瘦小的王发
成为黑马，一举夺得 U14 男子组单
打冠军。其次，他背着背篓、背篓里
装着网球拍的夺冠照片，被网友们认
为“超帅”，令他“刷屏”，火遍体育圈。

背篓与网球拍，前者代表了他的
来处，后者则预示了他的未来。这名
出自山区里普通农民家庭的少年，因
为具有网球天赋而走出大山，走上赛
场，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王发接触网球的机会很偶然，刻
苦训练是他成功的阶梯。每天挥拍
7000次，这名网球少年的身上，留下
刻苦与勤奋的印记。当然，王发能站
在领奖台上，既有自身一步一个脚印
的努力拼搏，又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慧
眼识珠和因材施教。

王发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赏识他
的教练和肯于将他作为公益队员进
行培养的俱乐部。“山区孩子能吃苦、

肯拼、听话，但如果没人去挖
掘，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网球，即便是好苗子，也会失
去机会。”发掘并培养王发的
教练员张晓洪如是说。

王发是一名网球少年，是有运动
天赋并通过运动改变人生的代表。
不难想到，“王发”的背后，肯定有更
多的“王发”也想接触更专业的体育
运动，希望自己的运动才华被发现，
期待通过竞技运动圆梦人生。因此，
发现并培养更多的“王发”，是一个重
要命题。

让更多的“王发”成为“网球少
年”“棒球少年”……不应仅是个别教
练的个别行为，而是需要通过制度之
网为乡村孩子筑牢体育这块人生基
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进行“体教结
合”的布局及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制
度设计，让更多社会主体参与搭建体
育平台。各方一起努力，才会吸引更
多懂体育、爱体育的教练、老师发现

“王发”们的独特天赋，帮助更多的
“王发”实现逆风飞翔。

让更多的“王发”逆风飞翔
黄 岩

争锋

ZHENGFENG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9月
21 日，记者从辽宁游泳运动管理中
心获悉：游泳中心全国注册人数达
822 人，达到近年来全国注册人数
之最。

省游泳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梯队建设是竞技体育项目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今年以来游泳中心首
次将在省队“三集中”人员和参加
2022年度省运会的各市运动员全部
进行全国注册，借此留住人才、留好
人才，夯实辽宁游泳后备人才基础。

该负责人介绍，省游泳中心积极
响应“选星计划”工作，第一时间研究
制定方案，目前有3名运动员入选国

家体育总局“选星计划”大名单，省内
“选星计划”目前报名200人，其中已
在中心“三集中”人员109人，下一步
中心将通过训练营、大集训等方式进
行筛选。

为提高各市业余小运动员的竞
技水平，为辽宁游泳培养优秀后备人
才，省游泳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在今
年创新举办游泳冬令营、夏令营。冬
令营、夏令营营员以大连市游泳队小
队员为主，规模不大，但频次高。小
队员在游泳基地与专业队运动员共
同训练、生活。这极大地开阔和提升
了他们的视野及训练热情，深受小队
员喜爱。

全国注册人数达822人
辽宁游泳狠抓梯队建设

9月21日，2022赛季中甲联赛第
22轮结束了全部较量。在南京赛区，
辽宁沈阳城市队0:0战平淄博蹴鞠队，
取得两连平，继续位居积分榜第16位。

此前两队交手8次，辽宁沈阳城
市队2胜6负处于下风。本赛季第一
回合对决，淄博蹴鞠队 2:0完胜城市
队。由于保级无忧，淄博队此役摆出
稳守反击态势，而急于抢分的城市队
开场后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但第 24
分钟，场上风云突变，城市队后卫出
现失误，门将刘君冲出禁区铲倒形成
单刀的胡明，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
牌，城市队不得不用替补门将李新宇
换下首发左后卫于祥。

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城市队在
上半场却取得了超过70%的控球率，
但除了一次混战中足球击中横梁之
外，没有对对方球门形成实质上的威

胁。下半场，比赛重回均势，双方各
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没有把握
住，最终互交白卷。

在长达 70 分钟 10 打 11 的情况
下，辽宁沈阳城市队不仅保住金身不
破，还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甚至
制造了比对手更多的破门机会，这一
点非常值得称道。

目前积分榜上，辽宁沈阳城市队
4胜5平13负积17分，距离身前的北
京北体大队只差1分。但下一轮，北
体大队将面对 22 轮只拿到 2 分的北
京北理工队，全取三分几乎毫无悬
念。而城市队却要面对仍然有冲超
机会的陕西长安竞技队。在本轮比
赛中，陕西队 4:0大胜新疆天山雪豹
队，表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主
力门将缺阵的情况下，城市队想要
全取三分，难度可想而知。

少打一人战平对手 城市队1分“不解渴”
本报记者 李 翔

新华社巴黎9月20日电（记者
肖亚卓） 巴黎奥组委 20 日公布了
2024年夏季奥运会第一阶段的票务
发售方案，全球观众可以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在巴黎奥运会的官方
票 务 网 站 上 注 册 参 与 抽 签 ，成为
第一批获得巴黎奥运会门票的“幸
运儿”。

根据巴黎奥组委的公告，此阶段
发售的门票全部为套票，中签者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制定个人的奥运观
赛计划。

这份套票方案面向全世界，所有
观众可以从2022年12月1日至2023
年 1 月 31 日在官方票务网站上注册
参与抽签。需要说明的是，注册的先

后顺序并不会影响中签概率。中签
者在收到组委会的确认邮件后，可以
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通过官方渠道
购买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门票。

巴黎奥运会第二阶段门票发售
将于2023年5月开启，这一阶段的门
票将以单张形式发售，而巴黎残奥会
的门票将于2023年秋天开售。

根据组委会的计划，巴黎奥运会
和残奥会预计售出 1300 万张门票，
其中在对公众开放的门票中，有近一
半的价格将不超过 50 欧元。除了
开、闭幕式以外，所有比赛项目的门
票售价将从24欧元到950欧元不等，
而最高售价 950 欧元的门票在总量
中占比不到0.5%。

巴黎奥运会首阶段
门票发售计划公布

9月21日，葡萄牙队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右）在训练中。当日，
葡萄牙国家足球队在葡萄牙奥埃拉斯进行训练，备战9月24日与捷克队的一
场欧洲国家联赛小组赛。

欧国联：葡萄牙队训练

辽宁沈阳城市队球员闵银瀚（右二）带球突破。

辽宁体育新周期备战忙

我省队员在激流回旋中苦练技艺。 省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