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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上运动迎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 由田径改项四人雪

车的邵奕俊以舵手身份亮相， 成为上

海体育史上首位站上冬奥会舞台的运

动员。 而在上周落幕的第二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单板滑雪平行项目决赛中，

两位上海选手再度刷新了上海雪上运

动的历史———郑百豪亮相男子平行大

回转及男子平行回转社会俱乐部组项

目， 李雨恒参加女子平行大回转及女

子平行回转体校组的角逐。 这是上海

首度派出运动员征战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雪上项目的比赛， 其中郑百豪在男

子平行大回转社会俱乐部组较量中取

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尽管与领奖台擦肩而过， 但作为

决赛阶段全部 16 位选手中唯一来自

南方省市俱乐部的运动员， 郑百豪的

表现已突破了外界的预期， 而他与其

所属的上海顽酷族户外俱乐部均获颁

道德风尚奖。 曾有过多年雪上项目训

练经历的郑百豪本已远离一线， 但在

听闻二青会增设雪上项目的消息后，

心中的火焰再度被点燃。 去年底， 郑

百豪在河北崇礼恢复训练 20 余天 。

尽管备战时间略显仓促 ， 又久疏战

阵， 但他仍凭借着扎实的基础以及刻

苦的训练精神， 在二青会的赛场上实

现了自我突破。 在郑百豪看来， 能代

表上海参赛已足够荣幸， 而对于如今

取得的成绩 ， 他仍觉得有些遗憾 ，

“为青运会备战了将近一个月， 因为

之前有很长时间没训练， 所以比赛时

有点紧张， 对成绩也不算太满意， 期

待未来能有更好发挥。”

和自小结缘冰雪的郑百豪不同，

由普陀区输送的另一位上海选手李雨

恒在四个月前主攻的还是田径女子

400 米。 那时的她， 对于单板滑雪还

没有太多概念， 得益于跨界跨项选材

的开展 ， 李雨恒迎来了人生的新机

遇。 在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单

板滑雪集训队后， 她通过四个月的时

间， 一步步将自己从滑雪 “门外汉”

打造为如今的青运会选手， 让外界从

她身上看到了潜力。 为了更好地进行

训练， 李雨恒甚至剪去了伴随自己多

年的长发。 等待着她的， 将是一片更

宽广的舞台。

沪上体育社团获表彰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上周末，

上海市体育总会第九届执委会 （主席

会议） 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召开， 17 名执委、 57 名委

员及监事会成员出席。

本次会议除审议通过了 《上海市

体育总会会费收缴与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等五项规章制度， 以及 《上

海市体育总会 2018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19 年工作计划 》 外 ， 还选举增补

了两名委员， 并对在 2018 年度体育

社会团体奖励活动评选中获奖的单位

进行了表彰。

上海市浦东新区体育总会、 上海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荣膺综合奖。 在本

次评选特别设置的创新突破奖、 管理

规范奖、 行业服务奖、 人才培育奖、

交流合作奖、 优秀赛事奖等单项奖的

评选中， 共有上海市登山户外运动协

会、 上海市乒乓球协会等 17 家社会

团体入围 “光荣榜”。

去年 10 月， 上海市体育总会选

举产生了第九届委员会。 新的一年，

上海市体总将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 从健全规章制度入手， 进一步

加大对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力

度 ， 更好地做到有章可循 、 有法可

依， 切实发挥行业龙头作用。

亚洲杯投注需理性

上海市体彩中心提醒购彩者

本报讯 （记者谷苗） 四年一届的

亚洲杯足球赛激战正酣 ， 24 支球队

在阿联酋展开如火如荼的较量， 为广

大球迷和购彩者奉上一场场精彩的足

球盛宴 。 上海市体彩中心提醒购彩

者， 亚洲杯期间传统足彩和竞彩销售

火爆， 购彩者需理性投注， 投注金额

须有节制， 不参与非法的互联网彩票

投注。

为建设负责任、 可信赖、 健康持

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大力推进责

任彩票体系建设， 上海市体彩中心不

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 强化网点监

管， 引导理性投注， 促进上海体彩事

业规范、 有序发展。 近年来， 上海市

体彩中心通过业务培训、 神秘顾客检

查等方式， 督促网点不得向非成年人

销售彩票和兑奖， 不得使用 “包赢不

输” “稳赚不赔” “保本盈利” 等误

导性口号进行虚假宣传， 要求网点在

显著位置张贴警示语， 对于非理性投

注的购彩者给予及时必要的提醒， 倡

导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近期， 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制

订相关规章制度， 对体彩销售网点规

范售彩提出要求， 以进一步保障体育

彩票代销者和购彩者的合法权益， 维

护体育彩票市场秩序， 积极治理擅自

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的行为。 配

合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的相关规

定， 上海市体彩中心要求全市体彩销

售网点严格遵守行业准则， 不得擅自

利用互联网违规销售体育彩票， 对于

违规销售的网点， 上海市体彩中心将

给予相应的处理， 确保亚洲杯足球赛

事期间体彩市场的规范运行。

仅靠VAR解决不了亚洲杯裁判问题
一天前 ， 有关亚洲杯将从八分之

一决赛开始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

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 虽然这很快就

被证实为假消息 ， 亚足联依然将从四

分之一决赛才开始启用 VAR， 但这一

传言本身就已说明了外界对于本届大

赛裁判工作的失望。

阿联酋亚洲杯开始后 ， 有关裁判

的话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

从揭幕战东道主依靠约旦籍主裁玛卡

达梅在第 88 分钟吹罚的点球才拿到一

场平局开始， 类似的争论便一直围绕

着亚洲杯。 小组赛第二轮日本队与阿

曼队之战， 来自马来西亚的主裁判伊

兹万在比赛中连续出错 ， 先是判给日

本队一粒有争议的点球 ， 紧接着又无

视了长友佑都在本方禁区内的一次手

球犯规 ， 就连当事者也在赛后承认 ，

当时皮球确实碰到了自己的手臂 。 或

许是为了平息约旦队的怒火 ， 那场比

赛结束后不久 ， 伊兹万结束了本届亚

洲杯的工作提前回家 。 这还不是争议

的最高潮。 在澳大利亚 3 比 2 击败叙

利亚这场事关出线权的小组关键战中，

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在

比赛中作出了至少四次有争议的判

罚———默许澳大利亚队快罚任意球导

致叙利亚队第一个失球 ， 澳大利亚队

第二个进球是否越过门线也是悬案 ，

在 1 比 2 时漏判澳队队长米利甘一次

明显的禁区内手球， 而他在第 80 分钟

给予叙利亚一个点球则看起来有相当

大的 “还债” 意味。 本场比赛结束后，

愤怒的叙利亚球迷 “攻陷 ” 了拉莫斯

的社交媒体主页， 17 万余条评论中批

评占据了大多数， 外加 2.1 万个表达愤

怒的表情符号。

如果能启用 VAR， 也许拉莫斯在

关键时刻作出的几次争议判罚都可以

避免。 为何本届亚洲杯不能效仿去年

俄罗斯世界杯 ， 在每场比赛中都采用

VAR？ 亚足联官方给出的回答是资金

不足， 以及有能力加入到 VAR 执法中

的裁判数量不够充裕 。 本次到访阿联

酋的国际足联裁委会主席 、 意大利著

名裁判科里纳也在接受采访时表态 ，

支持亚足联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启用

VAR 的决定。 “每一名参与有 VAR 执

法比赛的裁判都需要获得相应的资格

证 ， 我们不仅需要对在视频操作室

（VOR） 中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还需

要对体育场内的裁判团队进行培训 ，

以便他们知道如何与 VAR 团队进行互

动， 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 。”

科里纳表示， 国际足联在俄罗斯世界

杯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对裁判进行

VAR 相关培训， “因此在我看来， 亚

足联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使用 VAR 是

一个明智的决定 ， 用这项新技术覆盖

整个赛事的风险太大了。”

但启用 VAR 就能解决亚洲杯的全

部裁判问题吗 ？ 看起来并非如此 。 除

了裁判错漏判的低级错误 ， 亚足联在

本届亚洲杯中的裁判指派工作也显得

有些业余， “避嫌原则 ” 没有得到完

全的贯彻。 小组赛末轮 ， 执法中韩之

战的裁判阿尔贾西姆来自卡塔尔 ， 而

第二天执法沙特阿拉伯对卡塔尔的主

裁判金东进则来自韩国 ， 而两场比赛

的进程也具有相似性 ， 贾西姆在中韩

之战上半时给了韩国一个点球 ， 金东

进则在沙卡之战上半时送了卡塔尔一

个点球。 根据规则 ， 亚足联将在每场

比赛开始前 48 小时公布裁判人选， 而

如此安排难免给人落下口舌 ， 留下

“阴谋论” 的把柄。 这还不是个例。 亚

足联在八分之一决赛的裁判指派依然

留下了令人遐想的空间 ， 比如今晚中

泰之战的当值主裁是阿联酋人穆罕默

德·哈桑， 而 21 日晚执法阿联酋对吉

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却来自中国。

（本报艾尔艾因 1 月 20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久违的胜利，未必是噩梦的终结
赢下北控终结八连败，上海男篮终迎新年首胜

不可一世的辉煌与无人问津的惨

淡，上海篮球都曾经历过 ，却从未有任

何赛季过得如现在这般曲折。 就在两个

月前，CBA 常规赛前 15 轮战罢时，被屡

次诟病夏季引援缺乏说服力的上海男

篮意外地跻身积分榜前三，挑落的球队

中不乏辽宁、 北京和新疆等争冠热门。

随着赛季深入，外界似乎已隐约察觉到

了伤病潮即将爆发的征兆，却又因王潼

与唐子豪的崛起而保持着谨慎的乐观。

只是谁也没想到，伤病潮的影响会如此

猛烈———除弗雷戴特外，赛季初的几乎

所有主力轮换均先后陷入伤病，其中最

吊诡的当属在全明星周末为备战扣篮

大赛而遭遇手指骨折提前赛季报销的

王潼，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张兆旭的提前

回归。

2019 年一胜难求，连败场数累加至

八场，直至昨夜主场以 112 比 100 战胜

北控迎来新年首胜后，上海男篮才稍稍

止住在积分榜上不断坠落的颓势，但名

次已下滑到第 12 位———再退一步 ，就

连进季后赛的目标都将化作泡影。

一场缺乏说服力的胜利

上一轮对阵天津男篮，上海队本就

应止住连败脚步，至少外界赛前如此认

为。 这并不难理解，时至如今，排名倒数

第四的天津队胜场数仍停留在个位数，

为数不多的手下败将中仅有吉林男篮

胜率勉强过半。 而上海队在此前一轮刚

刚迎来了张兆旭与罗旭东的复出，尽管

其中多少有些无奈的成分———王潼意

外赛季报销，让上海男篮失去了最后一

位具备护筐能力的内线。 然而，残酷的

“意外”是，总是习惯于向裁判大声喊叫

“要哨” 的弗雷戴特因技术犯规数累计

达四次遭自动停赛，失去了绝对核心的

上海男篮最终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

惨败。

而昨夜上海男篮面对的北控队，就

像对阵天津时的大鲨鱼———球队进攻

端的绝对核心、高居球员得分榜首位的

皮埃尔·杰克逊将长期缺阵； 其代替者

雷多既缺乏突破能力、 投射又不稳定，

继首战以不足三成命中率得到 12 分

后， 昨夜又在三分线外浪费了 15 次机

会。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赛前同样已

八连败、本赛季遭联赛副班长八一男篮

“四杀”的弱队，而在这场 “不幸者的对

决”前，北控球迷才得知了另一位外援

托马斯·罗宾逊此战缺阵的消息。

北控男篮的平庸几乎写在了比赛

的每个瞬间：漫不经心的传球失误贯穿

整场，战术又极其苍白 ，即便雷多手感

冰冷且不时出现离谱的投篮选择，其队

友依然无条件地将球交到他手上 。 然

而，就算面对这样一支队伍 ，上海男篮

依然未能拿出具备足够说服力的表现，

直至第二、三节以双外援应战才逐渐将

分差拉开，这还得益于弗雷戴特第三节

天神下凡般的单节 23 分。

几道看不见答案的难题

三分线外毫无缘由地漏人，进攻端

球权过度集中于外援之手，这些在八连

败期间反复暴露的问题，上海男篮主教

练李秋平昨夜赛后依然有所提及。 而在

被问及失利的原因时，北控球员张铭浩

与主教练张德贵不约而同给出答案 ，

“弗雷戴特”。

自弗神加盟以来，上海男篮从未戒

掉过对这位超级外援的依赖，但时常被

忽略的是，弗雷戴特的惊艳表现从来离

不开队友的帮助。 张兆旭缺阵期间，弗

神罕见地多场手感冰冷 ， 除了身体抱

恙，更因为失去了队中掩护最为严实的

屏障后，无法在无球状态下制造出充足

的接球跳投空间。 这是保护篮筐之外，

张兆旭回归对上海男篮的重要意义。

随着刘炜 、罗旭东陆续复出 ，以及

罗汉琛在球队伤病潮期间的爆发，上海

男篮厚实的后场阵容已有足够的资本

与底气。 然而，王潼与董瀚麟复出无望，

球队又明确表示不再替换外援，更直接

地说就是不考虑撤换斯科拉，上海男篮

的前场在本赛季再无增补可能。 这意味

着球队在对张兆旭的使用上将陷入无

解的恶性循环———其作用有着不可代

替性，但攻防两端过于沉重的负担又极

可能增加受伤风险，毕竟张兆旭如今已

是 31岁，近两年来又频繁遭遇伤病侵袭。

斯科拉并非错误的外援选择 ， 但

发挥这笔引援的最大功效却需建立在

球队保持完整阵容的前提下———董瀚

麟与张兆旭作为轮换与其搭档，既能避

免阿根廷人出现体能问题，又在风格上

形成互补 。 但对于如今的上海男篮而

言，能有人在防守端保护篮筐 、为张兆

旭分担压力是更直接的需求。 正如球队

宣布不再替换外援时李秋平所说，在功

利需求与情感层面之间，上海男篮选择

了后者，“球队的问题并非外援造成的，

而是伤病，因此我们不会更换外援。 ”做

法固然温情，但也需要承受代价。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绝处逢生，下半时的国足值得尊敬
2 比 1 胜泰国晋级八强，时隔 14 年再品亚洲杯淘汰赛胜利滋味

中国球迷的加油声始终响彻哈

扎·本·扎耶德球场， 而中国男足的表

现配得上这份支持。 在对阵泰国队的

八分之一决战中， 国足意外地先丢一

球，一度被压迫得有些狼狈，技战术方

面也存在种种不足， 但每名队员都拼

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最终以 2 比 1 取

胜晋级八强。终场哨响，场边的里皮高

举双臂欢呼， 替补席上的球员们则将

手边所有能扔的物品都抛向了空中。

中国队在亚洲杯淘汰赛中已 14

年未尝一胜 ， 上次胜利还要追溯到

2004年 8月，主场作战的国足以 1比 1

战平伊朗后通过点球决战晋级决赛。

尽管对手“只是”泰国队，但东南

亚足球近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 在首

场八分之一决赛中，越南就淘汰 B 组

头名约旦率先晋级； 而泰国足球也通

过归化球员、 普及青训实现了巨大提

升，在小组赛中曾逼平东道主阿联酋。

第 30 分钟，原本场面占优的国足

却遭意外打击。 泰国队通过角球机会

由素巴猜破门， 对于这支擅长防守反

击的球队而言， 比赛进入最理想的节

奏。 “我为球队表现感到骄傲，但中国

队是一支更强大的球队。”泰国队主帅

西里萨克赛后表示，“其实，直到第 60

分钟我都认为可以守住 1 比 0 的领

先，但没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 ”

变化发生在第 67 分钟，刚上场的

肖智接郑智传中头球攻门， 虽被对方

门将扑出，但他立即跟上补射得分。首

战击败吉尔吉斯斯坦时， 于大宝就制

造了上场即入球的惊喜，而这一次，肖

智复制了这个场面， 他换下的正是于

大宝。“只要换大宝，国足就能进球，不

管是换上还是换下。”欣喜的球迷们瞬

间制造了一大批类似的段子。

仅仅四分钟后， 郜林突入禁区被

绊倒，当值主裁果断判罚点球，郜林顶

着巨大的压力操刀命中。 站在悬崖边

的国足就此完成自我救赎。 而中国队

在下半时的表现具有足够说服力，球

队在气势、 斗志和场面上都占据绝对

优势。 2 比 1 的逆转，顺理成章。

“上半时踢得比较紧，大家太想赢

了，所以没表现出应有水准。 ”国足队

长郑智透露， 所有球员在中场休息室

都表态， 拼了命也必须在下半时把局

面扳回来。 “下半时我们改变了阵型，

调整了人员， 很高兴这些变化带来了

胜利。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我们在下

半时创造了太多的机会， 也终于把机

会转化为了进球，” 前 45 分钟把不满

写在脸上的主帅里皮， 赛后给予球队

肯定，“胜利意味着我们依然是亚洲最

出色的八支球队之一。 接下来的关键

比赛， 只要队员们能拿出今天下半时

的表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

（本报艾尔艾因 1 月 20 日专电）

在伤兵满营的上海男篮， 留下斯科拉 （右） 或将为温情付出代价。 视觉中国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肖智刚刚上场就攻入关键一球， 为国足扳平比分。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