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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首发，中国足球等了2857天
助本队逼平巴伦西亚，武磊已成西班牙人队“锦鲤”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时隔 2857

天之后，终于又有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

联赛首发出场。 西甲联赛第 24 轮西班

牙人客场对巴伦西亚一战北京时间今

天凌晨结束，武磊成为首位在西甲获得

首发的中国球员，而上一次中国球员亮

相五大联赛首发阵容要追溯到 2011 年

4 月 23 日， 蒿俊闵代表德甲沙尔克 04

出战凯泽斯劳滕。

虽然对手整体实力更强大，但出任

左边锋的武磊场上表现配得上首发身

份。 上半时，武磊在攻防两端都非常积

极，尤其是无球跑动及成熟的处理球方

式令人印象深刻。第 36 分钟，武磊在禁

区内的一次回做球非常到位，这次一脚

出球也促成了西班牙人队在上半时最

好的射门机会，但博尔哈的射门稍稍偏

出。 第 40 分钟，西班牙人右路传中，武

磊也及时跑到了接应位置，但皮球被经

验丰富的阿根廷中卫加雷抢先破坏。

进入下半时，志在必得的巴伦西亚

队完全控制场上局势，武磊不得不更多

地参与防守， 除为本队搏得一个角球

外，他在进攻端缺乏表现机会。 眼看本

队防守压力越来越大，西班牙人主帅鲁

比在第 71 分钟将武磊换下。最终，西班

牙人以 0 比 0 逼平巴伦西亚，拿到宝贵

的 1 分。 值得一提的是，武磊在西班牙

似乎自带“锦鲤”属性，参加的三场联赛

本队保持不败收获 5 分，而在他到队前

的十场联赛里，西班牙人输了九场。

国乒非主力球员将迎检验与机遇
世乒赛直通赛首阶段结束，“地表最强 12人”名单出炉

“进入第二阶段（世乒赛直通赛）对

于他是一次学习机会， 能通过和主力交

手找出自身问题， 也希望他能给主力制

造困难。”在上海选手赵子豪以世乒赛直

通选拔赛第一阶段男子头名的身份晋级

第二阶段时，其主管教练张洋如此表态。

这份期许也适用于其他从第一阶段突围

的队员，毕竟在人才济济的国乒，他们都

属于非主力球员。

时隔两年重启的世乒赛直通赛再度

对国乒后备力量展开检验。 在上周末首

阶段结束后，“地表最强 12 人” 名单出

炉。 男队的赵子豪、徐晨皓、方博、周恺、

于子洋、薛飞和女队的孙颖莎、陈幸同、

王艺迪、顾玉婷、孙铭阳、何卓佳脱颖而

出，将与国乒主力在第二阶段一较高下。

从结果来看， 男乒后备力量的竞争

非常激烈，有三人取得 11 胜 3 负，以小

分决出前三名， 而前六之间的积分差距

不大，比赛期间存在多种晋级可能性；而

女队排序则没留太多悬念， 被外界一致

看好的 19 岁小将孙颖莎 15 战全胜，排

名次席的陈幸同前十战连胜， 加上位列

第三的王艺迪，三人领先优势较为明显。

参加本届直通赛第一阶段的 31 位

选手中不乏“潜力股”，不过作为国乒二

线队员， 第二阶段对他们才是真正的考

验。但爆冷并非毫无可能。两年前的直通

赛上， 林高远以黑马姿态一举获得世乒

赛参赛资格。 此后他在国际大赛上崭露

头角，如今已跻身主力阵容，刘国梁对他

的评价是“打破中国男乒格局”。同样，马

龙也是在 2007 年直通赛上一鸣惊人，当

年未满 19 岁的他连续击败了王励勤和

马琳。 在内部竞争激烈程度超出国际大

赛的国乒，新人只有击败前辈强手，才有

机会脱颖而出， 而直通赛提供了一次最

好的机会。

事实上， 国乒在这个奥运周期面临

着严峻的外部挑战。随着张本智和、伊藤

美诚等一批新人的飞速成长， 日本乒乓

球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而此次直

通赛的规则设定也体现了国乒对于外战

的一些考量， 如规定女队晋级第二阶段

的六人中必须包括至少两名进攻型颗粒

打法选手， 最终除凭借排名入围的孙铭

阳外， 位列第七位的何卓佳得以幸运晋

级。在外界看来，这一特殊规则正是应对

伊藤美诚的针对性对策。

国乒主力们进入 2019 年后的表现

都有起伏。 樊振东、 许昕、 朱雨玲、 陈

梦都在乒超赛场意外输球； 马龙因伤休

战多时 ， 能以怎样的状态复出依旧未

知； 就在上周末， 刘诗雯在葡萄牙挑战

赛第三轮中负于日本小将早田希娜， 本

为重拾信心而参加低级别国际赛， 不

曾想却爆出冷门， 状态令人生忧。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之下， 在第一阶

段打出信心的非主力球员们， 或许会给

国乒带来一些变化与生气。

大乐透将启动浮动奖特别规定
本报讯 （记者谷苗）体彩超级大乐

透新规则将于 2 月 20 日（第 19019 期开

奖）起正式实施。 与此同时，如果当期开

奖前奖池资金高于 15 亿元，“浮动奖奖

金特别规定”将同时启动。在“特别规定”

期间，购彩者若中出一、二等奖，奖金将

更为丰厚。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 仅适用于

浮动奖奖金分配。 在当期未中出一等奖

的情况下， 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奖金

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余额， 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 ，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

元。 若当期中出一等奖， 则一等奖奖金

总额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当期奖金

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 22%与奖池中

累积的奖金之和， 单注奖金按注均分，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元； 第二部分

为第一部分分配后的剩余奖金， 单注奖

金按注均分，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

元。 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奖金额减去

固定奖总额后的 78%， 单注奖金按注

均分 ， 单注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元 。

一 、 二等奖单注奖金如果超出封顶限

额， 则超出部分计入奖池。 一、 二等奖

单注最低奖金按游戏规则规定设置， 追

加投注奖金按游戏规则规定比例进行

分配。

从浮动奖奖金分配情况来看，在“特

别规定”期间，只要一等奖中奖注数不出

现“井喷”清空奖池的情况，基本投注一

等奖奖金将一直保持封顶 1000 万元的

状态， 追加投注一等奖奖金将保持封顶

1800 万元。 同时，相比新规则常规情况

下 22%的奖金分配比例，二等奖奖金也

将明显增加。

根据“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若超

级大乐透某期计奖后奖池资金不高于

15 亿元，则自下期起不再施行 “特别规

定”，即使奖池资金再次高于 15 亿元，也

不再施行。

佩雷拉希望球队比上赛季更强
上港结束海外冬训回沪，周末将出战超级杯

结束了三周迪拜冬训的上港队昨晚

回到上海， 主帅佩雷拉在总结本次集训

时表示， 球员们正深入理解自己的技战

术体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在接下去

的训练中继续提高技战术水平， 然后开

心地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

从 1 月 27 日出发到昨晚返回，上港

的本次海外集训主要围绕体能、 技战术

攻防和人员磨合等方面进行。 期间全队

共打了四场热身赛， 成绩是 1 胜 2 平 1

负，进 12 球失 8 球。启程回国前一天，上

港队在最后一场热身赛中以 3 比 4 惜败

于英冠球队维冈竞技，胡尔克、埃尔克森

和奥斯卡各入一球。

“上赛季非常美妙， 但这已经过去

了。 我现在的工作是去努力去打造一支

强队，为了新的冠军去奋斗。 ”佩雷拉表

示， 过去的成绩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特

别的压力， 新赛季他将尽力打造一支攻

守平衡的强队，“我们不仅要在防线上做

一些工作，同时也要在进攻上有所提升，

让球队一直保持活力和持续性， 这样就

可以在比赛的不同阶段都能表现出自己

强势的一面。这个赛季一定会非常困难，

球队需要以最好的状态去拼搏和竞争，

就像大家上赛季所做的那样。 ”

在武磊离开球队后， 佩雷拉所面对

的首要难题便是如何保持球队的强大攻

击力。“武磊的离开对球队来说是巨大损

失，但曾与这样的球员共事，让我感到非

常骄傲。”佩雷拉说，“在我过往的执教经

历中，也碰到过重要球员的离开，这需要

我们对球队进行重新整合， 让球队的活

力以及默契配合程度重新得到提升。 ”

本月 23 日，上港队将在苏州迎来与

北京国安的超级杯赛， 而后中超和亚冠

也将相继开始。 佩雷拉说：“联赛首轮我

们便将遭遇绿地申花，第二轮和江苏苏

宁的比赛也很不好打，此外球队还将在

亚冠中面对川崎前锋，我认为这是去年

亚冠最强的球队。 赛程对上港队来说是

一次挑战，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

是比上赛季做得更好， 变得比上赛季更

强，为球迷们打出赏心悦目的比赛。 ”

上海男排零封北京占据先机
联赛总决赛“京沪对决”首回合几成一边倒

连续四年晋级决赛， 却次次负于上

海男排， 北京队员们难以卸下的心理包

袱，让这场本被认为伯仲之间的“京沪对

决”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男排联赛决

赛首回合对决昨天打响， 客场作战的上

海男排以 25 比 21、25 比 16、25 比 18 连

下三局零封对手， 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

赛中占据先机。

赛后发布会上， 北京队主教练刘旭

东主动提及球队的心理压力， 而代价是

胶着时刻送出一次又一次的失误。 除首

局外， 主队在其他时段未能给上海男排

制造太多威胁。次局，在上海队通过连续

反击建立 5 分优势的不利形势下， 有些

失神的北京队接连出现重大失误， 比分

差距被迅速拉开。 第三局则犹如上一局

的重演， 在本土核心江川下场休息的短

暂时间内，北京队几乎每次将比分迫近，

总会在接下来的回合中表现得让人大跌

眼镜。 其实，无论发球或一传，两队的失

误数均较为接近，不同的是，北京队的失

误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

相较于尚未打破心魔的对手， 赛前

被外界寄予“十五冠王”“五连冠”等诸多

期盼的上海男排反倒沉着得多， 正如球

队主帅沈琼所言，“这场胜利最主要就是

赢在心态。”这多少离不开这位少帅在春

节前为球队放的短假。 考虑到联赛周期

过久，球员思想难免出现疲态，趁着半决

赛结束到春节前的短暂时光， 上海男排

全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整。 而在沈琼

的赛前采访中， 还谈及颇为值得玩味的

另一件事，“到了决赛阶段， 两位外援萨

布里与朱利奥的状态会越来越好。 作为

老队员，他们有时也会调整放松，但如今

他们很明白这是怎样的时刻了。”在昨天

的交锋中， 正是两位外援的高效进攻一

次次为上海队拉开分差， 全场比赛两人

同时砍下全场最高的 16 分。而上海队另

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则是通过二次引援

加盟球队的前国家队队长崔建军。 这位

半决赛中鲜有出场机会的老将， 在最重

要的决赛舞台首发登场， 并多次利用发

球给对手制造威胁。

本周日， 双方将于卢湾体育馆展开

次回合对决。在沈琼看来，即将迎来的连

续两个主场， 或许才是卫冕路上挑战的

真正开始。 “在这样的比赛中，其实主队

经常会背负更大的压力， 等我们回到主

场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 ”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失而复得或许是夏洛特的宿命
因“厕所法案”失去的NBA全明星周末终于回到了北卡

尽管直到当地时间上周五 ，2019

年 NBA 全明星周末方才开幕， 但在举

办城市夏洛特，这场篮球盛会的经济效

应已发酵多时———早在一周前，这座位

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金融城市内，多

数酒店就已迎来了客流高峰。从以出租

车、 餐饮为代表的服务业， 到医疗、安

保、警察等城市公共服务力量，整座城

市都在等待着好戏开场的时刻。而这一

刻，迟到了整整两年。

2015 年初，联盟总裁亚当·萧华受

邀前往夏洛特时宣布， 两年后的 NBA

全明星周末将在此举办。 当萧华说出

“这座城市是全明星绝佳落脚点” 的那

一刻，在他身边站着的除了作为夏洛特

黄蜂队老板的迈克尔·乔丹， 还有北卡

州长帕特·麦克罗伊。次年 3 月，麦克罗

伊推动的 “厕所法案 （the Bathroom

Bill）”经投票通过，北卡成为全美唯一

强制要求变性人群必须按照出生证明

上的性别选择男性或女性公厕的州。这

一法案一经推出即遭外界强烈抵制，其

中就包括了当初与麦克罗伊交往甚密

的 NBA 与 NCAA 联盟。 四个月后，联

盟宣布取消夏洛特的全明星周末举办

权，将赛事改迁至新奥尔良。

这场本该是夏洛特市史上规模最

大的体育活动，最终为新东道主新奥尔

良带去了近 1 亿美元的经济创收，较赛

前预期高出了两成。一同被取消的还有

原本定于北卡州内多所大学内举办的

十项大学冠军赛，横跨男子棒球、女子

篮球、男子高尔夫、女子足球等众多项

目。 据部分经济学者推算，“厕所法案”

导致了北卡州近 5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

损失，以及逾千个就业岗位的流失。 从

比例而言，全明星周末的取消在其中产

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巨大的舆论声浪中，作为共和党

代表的麦克罗伊连任失败，而民主党人

罗伊·库珀在接任北卡州长后的第一时

间即宣告“厕所法案”作废。 在 2019 年

让 NBA 全明星周末重回夏洛特， 则是

萧华对此给予的回应。此举在美国国内

受到热捧。这也就是为何直至本届赛事

打响前夕，联盟总裁仍会在镜头前主动

提起当年的争议法案， 认为这是 NBA

为纠正社会价值观所作出的贡献。对于

略显无辜的夏洛特体育而言，失而复得

似乎一直 是 命 运 中 不 可 回 避 的 部

分———2002 年， 在投资方的强烈意愿

下， 夏洛特唯一的 NBA 球队黄蜂选择

搬迁，巧合的是，那一次目的地同样是

新奥尔良，球队后改名为鹈鹕；2004 年

之后，联盟新军夏洛特山猫（即如今夏

洛特黄蜂的真正前身）成立，弥补了夏

洛特体育的最大遗憾。

在这座为篮球狂热的城市曾留下

无数英雄的故事， 阿朗佐·莫宁伟大的

职业生涯在此起步， 传奇射手戴尔·库

里将职业生涯最辉煌的 11 年贡献给了

夏洛特，后者如今已在联盟成名的两位

儿子塞斯与史蒂芬·库里青少年时期同

样在此磨练篮球技艺。对于全明星周末

这样的娱乐秀而言，这些故事远比竞技

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当初萧华选择夏洛

特的原因，也是该市市长坚信本届全明

星周末带来的经济价值能超越两年前

的新奥尔良的底气所在。那一届全明星

周末，转会勇士不久的杜兰特与前队友

威斯布鲁克的爱恨情仇，将正赛演绎成

了一场话题十足的情感大戏。 而这一

次， 即便抛开城市深厚的篮球底蕴，仅

仅韦德与诺维茨基的全明星告别演出，

就足以为夏洛特带来流量与关注。

无论经济效应、 关注度或是规模，

NBA 全明星周末均无法与 NFL 超级碗

比拟。前者的广告投放从来无法成为社

交媒体热议的话题， 成本也低廉许多，

中场秀更是有通常只请一位嘉宾的传

统 。 而得益于持续三天的比赛周期 ，

NBA 全明星周末亦能为举办城市带来

丰厚的收入。持续跟踪这场篮球盛宴多

年的美国经济与咨询机构 Micronomics

在监测举办城市的酒店客流量后发现，

在开赛前三天入住酒店的异乡客数量

就远远超出正常水平。除了篮球迷观赛

的门票 、食宿 、交通等花销 ，NBA 全明

星周末对城市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带

动也有显著作用。去年的全明星周末为

洛杉矶创造了约 1.16 亿美元的经济价

值，其中在看球之余游览城市的间接经

济消费则接近 3600 万美元。

时至如今， 全美仍有不少城市对

NBA 全明星周末的举办权青睐有加 。

除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更重要的原因

或许是极低的投资风险。 过去 20 年，

只有 2007 年的全明星周末放在了没有

NBA 球队的拉斯维加斯， 而这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拉斯维加斯大学那座规模

堪比职业球队主场的托马斯·马克中心

球馆。 全明星周末对于场馆的要求与

普通 NBA 比赛并无不同， 换言之， 举

办城市没有场馆建设或改造需求， 两

万人的观赛人数对于城市的交通及基

础设施亦不会带来太大压力 。 然而 ，

得益于 NBA 愈发迅猛的全球化脚步，

全明星周末有着庞大的线上或电视直

播观赛人群， 对于提升城市知名度有

着不言而喻的作用。 办赛成本相对低

廉， 投资收益水涨船高， 也难怪夏洛

特人会为这场失而复得的赛事这般

痴狂。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娱乐的边界

这是一届汇集诸多新鲜元素的

NBA 全明星周末 ， 继去年取消正赛

东西部对抗， 转而采取由两位队长选

人组队对抗的模式后， 初尝改革甜头

的亚当·萧华继续着自己的实验 ， 只

是这一次， 舆论的风向似乎并未如联

盟总裁所预期的那般。

关于将技巧挑战赛改成了一场夹

杂着些许运球的三分大赛的争议， 萧

华的支持者们或许还能以个人审美喜

好不同予以辩解， 但在为了娱乐效果

而不惜破坏规则这件事上， 联盟掌门

人难逃非议。

北京时间昨天举行的各单项赛

中， 荡气回肠的三分大赛成了少有的

亮点之一 。 无论是 23 分依然难进决

赛的超高水准对决， 或是库里兄弟与

父亲三人同台竞技的温情戏码， 都注

定将成为全明星周末历史上的经典时

刻， 然而贝尔坦斯的缺席却让这一切

多了些瑕疵。 这并不是一个为人熟知

的名字 ， “三分命中率高居联盟第

一， 主动请缨三分大赛， 却以三分命

中数不够而遭拒绝” 的标签， 或许才

最适合这位马刺队前锋。 而在是夜亮

相的球员中， 即将退役的诺维茨基本

赛季三分命中率堪堪三成， 命中总数

尚不及贝尔坦斯的四分之一， 另一位

参赛者塞斯·库里则与之有着 43 球的

差距 。 但比起只会投篮的贝尔坦斯 ，

显然诺维茨基和小库里身上有着更多

的故事和卖点。

谁都明白， 全明星周末更像是一

场娱乐秀， 但毫不掩饰地逾越规则边

界， 却多少有失礼节。 当初， 在被格

鲁吉亚人视作民族英雄的边缘球员帕

楚利亚险些因祖国人民的投票入围全

明星首发阵容后， 萧华将首发阵容的

投票机制改为球迷与其他群体 （媒

体 、 球员等 ） 各占一半权重 。 而如

今， NBA 掌门人却又为在媒体、 球员

间得票不足的诺维茨基与韦德开出参

赛 “特别通道 ”。 如果说对两位老将

的优待还能算是透着股人情味的话 ，

贝尔坦斯参赛遭拒的背后， 折射出的

则是这个商业联盟的势利与傲慢。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体坛感言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新科 “扣篮王” 迪亚洛飞跃 “鲨鱼” 奥尼尔的一扣赢得满分。 视觉中国

攻防两端表现积极的武磊配得上首发身份。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