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东亚杯赛改制

男女足分开举行
男足新增名次赛

从 2003 年开始举办的足球东亚

杯赛将在今年作出重大改制： 一是男

女足赛事首次拆开举行， 其中女足比

赛将于 11 月 16 日至 23 日进行， 男

足则安排于 12 月 9 日至 18 日； 二是

男足比赛今年将新增季军争夺战和决

赛， 以往七届东亚杯男女足赛均为参

赛四队打单循环赛， 而这次男足赛在

循环赛后增加了两场名次赛。

能多打高水平比赛对中国男足

来说是一件好事 ， 但另一件事看上

去就不那么美好了 。 根据此次东亚

杯男足赛赛程 ， 每支球队所要参加

的四场比赛居然安排在四座不同

城市举行。

中国队首场对韩国队的比赛将于

12 月 9 日在蔚山文殊足球竞技场进

行； 三天之后的第二轮比赛， 球队将

前往韩国最南端的济州岛西归浦市对

阵中国香港队； 12 月 15 日， 中国队

与日本队之战则安排于首尔西北面的

高阳市； 最后两场名次赛均于 18 日

在首尔举行。 虽说韩国的国土面积并

不大， 但几处赛地间的距离并不近，

客队们的旅途将颇为辛苦。 首轮赛地

蔚山位于韩国东南角， 自身交通较为

不便， 球队只能从首尔转飞， 或者飞

赴釜山再坐一个小时大巴； 随后各队

要飞往济州岛， 而从岛北的济州机场

到岛南的西归浦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

程； 第三段行程从济州到高阳则由南

至北几乎纵跨了整个韩国， 考虑到高

阳本地接待条件一般， 客队们很可能

不得不选择 30 公里外的首尔落脚 ，

赶赴赛地远不如基地设在坡州的韩国

队方便。 这样的安排让今年的东亚杯

男足赛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飞机加大巴

的 “长途拉力赛”。

在过去七届东亚杯男足赛中， 中

国举办的两届赛事均只安排了一处赛

地 （2008 年重庆、 2015 年武汉）， 日

本举办的三届中有两届全部在东京举

办 （2010 年 、 2017 年 ）， 2003 年的

首届比赛虽在东京、 琦玉、 横滨分别

进行， 但三地均属东京都市圈， 相距

很近， 交通便捷。 而韩国似乎总喜欢

将东亚杯安排在多地举办 ： 2005 年

的大田、 全州、 大邱三地均位于韩国

中腹 ， 距离尚能接受 ， 2013 年的首

尔和华城则相距更近一些———不过比

起 2019 年 “变态” 的安排， 这些都

不算什么了。

与 2019 年东亚杯男足比赛相比，

参加女足比赛的球队就要相对轻松一

些， 赛事将全部在韩国庆州举行。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陈海翔

篮球世界杯32强出炉

中国男篮直通奥运前景光明

北京时间本周二 ， 2019 年篮球

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落下帷幕， 晋级决赛圈的三十二强名

单由此出炉。 在收官战以 65 比 61 战

胜乌拉圭队后， 波多黎各队与多米尼

加队一同搭上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末

班车。 从往届的 24 支队伍扩军到如

今的 32 支， 这将是篮球世界杯 （包

括前身男篮世锦赛在内） 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届赛事 。 8 月 31 日至 9 月

15 日， 2019 年篮球世界杯将于中国

的八座城市点燃战火。

从赛事更名到扩大规模， 国际篮

联正试图以足球世界杯为模板， 打造

一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赛事。 本届篮

球世界杯与上一届相隔五年， 此后则

将恢复四年一届的周期， 为的就是避

开与足球世界杯的直接竞争。 不过，

考虑到世界篮坛顶级球队数量有限，

强弱队间又实力悬殊， 扩军举动也引

发了外界的担忧： 一方面， 扩军后鱼

腩球队间的交锋数量增多， 很可能拉

低赛事竞技水准与观赏性 ； 另一方

面， 两极分化的实力差距也可能导致

小组赛出现过多一边倒的比赛 。 不

过， 从篮球运动的普及以及赛事的商

业开发层面来看， 更多球队入围有利

于国际篮联提高自身影响力。

作为本届赛事东道主， 中国男篮

的首要目标是成为成绩最好的亚洲队

伍， 以获得一年后东京奥运会的直通

名额。 尽管澳大利亚、 新西兰两强与

中国队同属亚太赛区， 但在奥运会的

名额竞争中并不归入亚洲， 与中国男

篮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 中国队奥

运直通名额的竞争对手只剩下日本、

韩国、 菲律宾、 约旦与伊朗。

除坐镇主场之利 ， 中国队另一

大优势在于更轻松的小组晋级形势。

根据国际篮联新规 ， 东道主球队将

成为小组抽签的种子队， 这就意味着

至少在小组赛阶段， 中国男篮已成功

避开包括美国、西班牙、法国、塞尔维

亚、阿根廷、立陶宛和希腊在内的其他

七支世界篮坛第一集团队伍， 小组出

线前景明朗。 按照亚洲篮球目前的实

力，其余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突围的

几率并不大。 下月 16 日，本届赛事的

小组抽签仪式将于深圳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篮球世界杯

的预选赛穿插在 NBA 常规赛期间 ，

几支拥有多名现役 NBA 球员的欧洲

球队实力大受影响， 最终意外出局。

其中， 东契齐与德拉季奇所在的欧锦

赛冠军斯洛文尼亚队、 拥有多达六名

NBA 球员的克罗地亚队均无缘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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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透露出的都是底气
中超新赛季周五启幕，沪上两强先后举行动员会

转眼间，中超联赛 2019 赛季的首战

已近在眼前， 明晚绿地申花和上海上港

便将在虹口足球场迎来今年首场联

赛———上海德比。近日，两支球队分别召

开了新赛季动员会， 绿地申花依然选择

在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登高博取 “好彩

头”，而卫冕冠军上海上港则直言不仅要

在赛场内夺取更多冠军奖杯，更要在赛

场外承担起向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的

责任。

从赛季前的准备来看， 申花不仅换

了帅，还引进了多名重要球员，其中包括

外援伊哈洛和内援钱杰给 （恩杜姆布）、

吴毅臻， 这三人的加盟再加上队内一批

年轻小将逐渐成熟， 将让球队在新赛季

表现得更有底气。 上港虽然没有引入球

员，但在转会市场“按兵不动”中透露出

的同样是底气， 正如上港集团董事长陈

戌源所说，“不引援， 源自于我们对现有

球员的充分信任。 ”

中超和亚冠将成上港主战场

此前上港已经提出了要在新赛季

“多踢几场比赛，多赢几场比赛”的目标，

在昨天进行的上港 2019 赛季动员会上，

陈戌源给球队敲起了“警钟”，“虽然之前

获得的成绩值得庆祝 ，但一定要防止俱

乐部出现懈怠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 上

港队不仅要追求冠军奖杯 ，更要追求意

志品质的奖杯， 这样的队伍才是不可战

胜的。 ”

与上赛季相比， 上港队本赛季的最

大变化便是头号射手武磊的离开， 如何

弥补这一损失成为了主帅佩雷拉的首要

难题。在这一点上，陈戌源表示自己和佩

雷拉已达成共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次严峻的挑战，好在我们都不害怕挑战，

也都有信心去战胜这一困难。 ”在外界看

来，武磊离开后，上港队或许应该通过引

援来增加攻击线的厚度， 但球队并没有

这么做， 陈戌源说：“现在的上港队中有

着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 如果我们在转

会市场上买人， 那么势必将压缩他们的

出场锻炼时间。 与其引入一些水平并不

是太高的球员，还不如给年轻人机会，让

他们获得成长， 这对于俱乐部来说才更

重要。 ”

与此同时， 对于目前多家俱乐部已

经落实或正在操作的归化球员， 上港俱

乐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之前很多人都

和我谈起过归化球员的可能性， 但我的

看法和别人并不一样。 ”陈戌源表示，归

化球员对中国足球而言是在走捷径 ，

“任何通过走捷径获得的成功都不会

长久。搞好中国足球的最根本方式还是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件

事情。 ”

与这些不变相比， 新赛季上港队最

大的变化将体现在战术阵型方面。 冬训

期间佩雷拉着重演练了目前非常流行的

三中卫阵型， 在超级杯 2 比 0 击败北京

国安的比赛中， 球队使用的正是 343 阵

型。 “目前大家正在一步步适应这种新的

变化， 这种变化也将让我们在新赛季面

对不同对手时有更多的选择。 ”佩雷拉认

为，“新赛季球队希望在各条战线上获得

好成绩，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侧重点，希望

能在中超和亚冠赛场表现更好。 ”

补强阵容的申花目标更务实

与上港队相比， 申花的赛季目标更

为务实———在取得比上赛季第七名更好

的成绩的同时，打造一套更成熟、更适合

自己的战术打法。

刚刚过去的赛季准备期内， 申花的

动作很大， 除聘请以弗洛雷斯为核心的

西班牙教练团队之外， 球队还进行了几

次重要引援，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上

赛季联赛“银靴”伊哈洛，这位此前效力

于长春亚泰的尼日利亚外援曾在英超沃

特福德队同弗洛雷斯有过合作。 “我会尽

可能在球队需要时完成进球， 这也是申

花选择我的重要因素。 ”伊哈洛表示，目

前自己的身体状态已恢复到了 90%至

95%，“我已经初步融入了这支全新的队

伍，相信伴随着联赛的进行，我的状态和

与队友的默契程度还将逐渐提升。 ”

申花也完成了一次归化球员的操

作， 出身马赛队青训的原加蓬国脚恩杜

姆布在完成国籍回归后加盟球队， 他还

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钱杰给”。 钱杰

给表示， 自己从小的梦想就是为祖国而

战， 很感谢俱乐部给了他这个机会，“在

办理相关手续时， 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上

海速度。周五的德比战中，我会和我的队

友展现什么是申花的力度。 ”

申花阵容的年轻化同样将成为新赛

季的一大亮点。上赛季后期，申花在中超

赛场刮起了“青春风暴”，包括刘若钒、朱

辰杰在内的年轻选手崭露头角， 新赛季

球队将延续这一势头 。 冬窗期内 ，申花

共有李建滨、 秦升等十名球员离队 ，老

将王赟也转型为助理教练，阵容结构的

调整为青年军们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俱

乐部董事长吴晓晖在接受采访时说 ：

“俱乐部希望能够在新赛季给予年轻球

员更多上场锻炼的机会，更希望看到更

多年轻队员在联赛中崭露头角、挑起大

梁。 ”

申花在新赛季开始前的诸多调整一

定会给俱乐部带来正面提升， 但球队能

在九个月之后收获怎样的成绩还存在很

多变数， 明晚的上海德比无疑将成为申

花新赛季的一次“摸底测验”。

■本报记者 陈海翔
见习记者 占悦

这是伟大王朝，亦是寂寞独舞
联赛五连冠！十五冠王！上海男排再创伟业

25 比 23、25 比 17、25 比 23， 三局

横扫，三场连胜，谁也未曾料到，上海队

能在男排联赛总决赛的舞台上以这样

干脆的方式赢下又一年的“京沪对决”。

这是他们的五连冠， 更是第 15 次捧起

联赛冠军奖杯，上海男排正书写着中国

排坛最传奇的篇章。 昨夜的卢湾体育馆

内， 又一次被夺冠后释放的怒吼声、高

亢的欢呼声所填满，这是足以令所有上

海排球迷激动的熟悉场景。

没有注定的冠军

一个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谬的事实：

在中国男子排坛，上海队或许是被误解

最深的球队。 过去 16 年，这支王者之师

14 次站上了联赛最高领奖台，仅有的两

次冠军旁落，球队正处新老交替的过渡

期， 而那两年最终捧杯的都是北京队。

九连冠后时隔两年再度实现五连冠，从

更宏观的历史维度来看，上海队牢牢统

治着 21 世纪后的整个中国男子排坛 。

很难想象，竞技体育发展到如今这个年

代，竟然还能存在如此漫长的垄断。 站

在整个联赛发展的角度，这或许多少有

些悲哀， 但对于王朝的缔造者而言，却

是极致伟大的成就，伟大到甚至让人产

生了“冠军就该属于上海”的错觉。

除了沈琼初掌帅印的五连冠元年，

上海男排每一次登顶总伴随着同样的

声音———这是一支国手云集的球队，撑

起了中国男子排坛的半壁江山。 似乎强

调了这一点，就能让那一次接一次的成

功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很少有人提及的

另一面则是，频繁的国家队任务同样一

次接一次将这支冠军球队的主力阵容

拆解得支离破碎———过去有一度深受

肩伤困扰的陈龙海，如今则是一整个赛

季都鲜有上场机会的戴卿尧。就在 2017

年，戴卿尧还曾被视作上海男排阵中不

可或缺的本土核心，如今却因伤病未愈

不得不暂时接受边缘化的角色；而在今

年总决赛接过核心重任的张哲嘉，两年

前还深陷退役疑云之中。 这其实并不是

一支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球队，阵容

看似梦幻 ， 却鲜有主力悉数健康的时

刻，但他们总能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

每一年晋级四强之后，上海男排总

能贡献一两场足以被奉为经典的逆转，

譬如上周日那场荡气回肠的总决赛第

二回合较量。 相较于首回合离谱的一边

倒局面，或许这场比赛才是京沪两强真

实水准的体现。 两支球队实力本就在伯

仲之间———如今已逐渐成长为中国男

排领军者的本土第一接应江川是北京

男排的核心，上海男排的优势则在于超

强的副攻实力，而在其余位置两队难分

高下；一度因伤告别赛场的前国家队队

长崔建军的加盟，弥补了上海男排在接

发球环节的最后短板，而北京队则在二

次引援中签下两位拦网能力出众的副

攻李渊博与王兆瑞……

从第一场的溃败，到上一战决胜局

最后时刻的崩盘，再到如今这场比分胶

着的“横扫”，北京男排一次次输在了心

态上，他们可以先后六次化解对手的赛

点，却无法避免在关键时刻犯下四次发

球失误的错误。 在上海男排主教练沈琼

看来 ， 北京队才是实力更强的那支队

伍，“江川的发球对我们的一攻体系制

约太大，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北京其实

是要强于上海的。 ”在沈琼的认知里，上

海队最大优势其实并不在于副攻而是

心态，而这也正是他赛前一再提及的取

胜之匙，“我们经历过更多决赛的洗礼，

在把握关键分的能力上更强。 ”

对于场上局势，沈琼有着敏锐的洞

察力，但有一点这位年轻的主帅却并未

提及：从曾经队里的“老大哥”到如今挂

帅五年，他的存在对于队内每个人都有

着特别的意义。 “任何时候，只要教练让

我上，我都会义无反顾冲出去。 ”总决赛

前两战， 戴卿尧的上场时间极其有限，

腿上厚厚的绷带讲述着他所面临的困

境，但在昨夜的关键对决中 ，当沈琼赛

前做出变阵的决定，“带鱼”就仿佛忘了

伤痛。 临危受命，荣膺全场最佳，是戴卿

尧给出的答案，“如果我在场上想太多，

就是辜负他的信任。 ”

不能只有“京沪对决”

昨夜的卢湾体育馆，喧嚣的欢庆中

还夹杂着些许惋惜之声，除了来自北京

的媒体记者，甚至还有部分上海球迷对

结果略感遗憾。 万众期待的“京沪对决”

仅赛三场就草草收官，对于只是纯粹热

爱着项目本身的排球迷们而言，实在有

些难以接受。 考虑到强队们往往在联赛

前半阶段有所保留，下一次球迷们能在

国内看到如此高水准的对决，很可能又

得等到来年了。

这已是男排联赛在六年内第五次

上演 “京沪对决”， 即便再热爱这项赛

事，多少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当记者、球

员和教练们一次次抱怨着为何直到决

赛才能看到座无虚席的球馆时，或许也

该仔细想想其中的缘由。 本赛季进入四

强的山东与江苏两队未能给京沪两强

制造任何威胁。 同样是连输三场落败，

北京队至少在总决赛后两场的大多数

时间内都能紧咬比分， 维持着悬念，而

苏鲁两队在半决赛中的失利却让人看

不到任何机会。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不在于北

京或是上海男排，没有任何人需要为自

身的强大而道歉。 更何况，作为挑战者，

北京男排自然要去为了打破垄断而不

断自我强化。 至于上海男排，正如昨夜

赛后沈琼所言，“卫冕的过程只会越来

越难，对球队而言，挑战永远存在。 ”每

个排球人都明白，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竞

争力，后备人才匮乏 ，才是造成中国男

排联赛两极分化严重、缺乏关注度的核

心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 ，联赛似乎始

终没有步入正确的轨道。

对于男排联赛，这不是一个成功的

赛季。 第一阶段离奇的赛会制安排，让

联赛在一片寂静中启幕。 “这真的是联

赛？ ”随上海男排前往浙江长兴赛区时，

斯洛文尼亚外援萨布里面对空荡荡的

球馆的这声疑问，曾刺痛了很多中国排

球人的心。 为国家队集训让步或许符合

中国男排的短期利益，但给联赛赞助商

以及球迷们带来的打击却不言而喻。 在

竞技体育的世界里，投入与成绩即便无

法成正比，起码也应该呈正相关联系。本

就被京沪两强垄断的联赛，因为种种不

确定性，正在不断消磨其他球队加大投

入的决心，进而陷入无望的恶性循环。每

一个关心中国排球发展的人都渴望出现

“黑马”挑战王者，但在现实的竞技体育

世界里，奇迹从来不会凭空而生 。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内敛老将心中的另一个梦

在男排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打响前，

33 岁的崔建军就已从主教练沈琼的口
中得知了自己可能不会上场的消息。而
在前两战中，这位上海男排通过二次转
会引进的老将刚刚打出了惊艳的表现。

“在这样的时刻，球队更需要戴卿
尧的高度。”夺冠后谈起这一切时，崔建
军无比淡然，而这份超然的心态也证明
了沈琼的选择是多正确。 “（在河南队）

主教练兼球员的双重身份，让他变得更
加成熟，也更懂得用不同的思维去看待
问题。”从联赛第一阶段起，沈琼就关注
着这位前国家队队友的近况，河南队过
早出局以及二次引援的政策为崔建军
加盟上海队创造了条件。崔建军是继沈
琼之后联赛最年轻的主教练，而这两人
曾在国家队搭档主攻多年，彼此再熟悉
不过。 在沈琼看来，崔建军的到来不仅
意味着上海队就此补齐最后一块短板，

也意味着这支冠军之师在场上和场下，

都多了一位益友与良师。

这个激动人心的夺冠夜， 崔建军

在替补席站了整整三局， 无论球队落
后、 领先或是锁定胜局， 他始终只是
淡淡地微笑。 与身边的这群队友不同，

曾一度因伤告别排坛却又毅然回归的
他， 从未经历过问鼎联赛的喜悦， 而
站上最高领奖台后， 崔建军的脸上依
然找不到激动的情绪。 “为什么经历
重伤还要复出 ？ 你的动力又从何而
来？” 内敛的崔建军并不健谈， 面对一
连串疑问 ， 他 给 出 一 个 简 短 的 答
案———“这就是我的工作”。 迟疑片刻，

他又补充了一句 ： “我的工作就是 ，

我觉得我的城市需要我这样做。”

崔建军口中“我的城市”，其实指的
是其母队所在的河南南阳。在通过临时
转会加盟上海前，这位前国手联赛生涯
全部的辉煌与挫折都在河南队度过，振
兴河南排球也成为推着他不断前行的
使命与动力。 至于加盟上海，除了圆梦
联赛冠军，还有一重因素便是来这支冠
军之师汲取更多的养分。

在被不断追问联赛夺冠的感受
时 ， 崔建军的回答 “感觉也就还好 ”

让提问的记者们有些发愣。 在若有所
思地说完这句足以冷场的话后， 崔建
军又轻声嘀咕了一句： “希望有一天，

也能带领我的球队完成这样的梦想。”

在他的世界里， 自己的运动生涯并不
会因为个人荣誉的圆满就得以完整 。

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心中， 还有另一
个梦。

第 15 次捧起联赛冠军奖杯， 上海男排书写中国男子排坛最传奇的篇章。 本报记者 陈龙摄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谢笑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