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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轻松踏出进军卡塔尔的第一步
客场5比0完胜马尔代夫，艾克森梅开二度创造归化球员历史

在马尔代夫队参加世预赛的历史

上， 还从未让对手在自己的主场攻进

超过三个球， 但这一纪录今天凌晨被

中国男足改写。在 2022 年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赛四十强赛次轮比赛中，

里皮率领的中国男足客场 5 比 0 完胜

马尔代夫队。 第 34 分钟，李磊左路传

中，吴曦头球破门；第 45 分钟，武磊俯

身冲顶得分；下半时，杨旭和艾克森先

后凭借点球助球队扩大优势； 全场比

赛补时阶段，艾克森完成梅开二度。

主帅里皮此役排出极具攻击性的

首发阵容，433 阵型中的前锋武磊、杨

旭和艾克森自不用说， 中场蒿俊闵和

吴曦也都拥有很强攻击力， 再加上两

名攻击型边后卫李磊和王刚， 国足有

七名球员具备时刻杀到对方禁区附近

的能力。同时，里皮还制定了一套非常

务实的进攻战术， 国足在比赛中频频

利用最直接的边路传中制造威胁。

作为国足首位进球的归化球员，

艾克森此役的表现非常出色， 除攻入

两球外， 他与队友间的配合也较为默

契， 与其他进攻线球员的互相连线非

常频繁。 这一点显然受益于他在中超

联赛的多年磨练。 “今天对我来说是

非常特别的一天， 很高兴能在代表中

国队参加的首场比赛中打入两球， 我

也要把进球送给来到现场的父母 。”

艾克森赛后表示， 球队虽收获一场大

胜， 但距离杀入十二强赛还很遥远，

“我们要继续努力， 坚定地向着目标

前行。”

上海市体育局携手久事
合作推进体育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上海市体

育局与上海久事 （集团） 有限公司昨

天在体育大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将以办市民满意的体育为核心，

充分发挥协作双方的优势和特色， 推

动体育发展方式从行政主导向行政服

务和市场推动相结合转变、 从政府办

体育向扶持引导社会办体育转变， 激

发体育创新动力与发展活力。 上海市

副市长陈群出席见证双方签约。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多领域展开

全方位合作， 其中包括： 引进与 “卓

越的全球城市” 相匹配的顶级赛事，

巩固培育自主品牌赛事； 推进体育场

馆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运营机制的创

新， 引入和运用现代企业制度， 激发

场馆活力； 推动全市大型体育设施的

规划布局和功能升级； 建立运动项目

推广、 体育人才培养的政策和资金扶

持机制等。

上海市体育局将通过资源共享，

在赛事打造、 场馆运营、 设施维护、

体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推动久事集团打造功能性平台， 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 久事集团已将体育

产业列入主业范围， 通过构筑战略新

高地， 以点带面， 进一步引领带动体

育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加强资源

整合， 以市场化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供

给， 发挥在全市体育领域的基础性、

带动性、 探索性作用， 助力实现上海

体育事业和产业的新发展、 新跨越。

在体育场馆建设管理和委托运营

方面， 双方将推动全市大型体育设施

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升级， 对标国内领

先、 国际一流标准， 积极推进徐家汇

体育公园、 市民体育公园和浦东足球

场的建设和管理事项 ； 探索 “政府

建、 企业管” 模式， 推进体育场馆管

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 包括东

方体育中心、 徐家汇体育公园等相关

场馆的委托运营管理工作。

在赛事引进、 培育和运营方面，

上海市体育局将加大力度引进与 “卓

越的全球城市” 相匹配的顶级赛事，

支持久事承办更加丰富的赛事， 并巩

固培育自主品牌赛事， 加快打造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和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 同时， 上海市体育局将在赛

事协调和运营方面予以久事政策扶

持 ， 在办赛期间 ， 协调各方职能部

门， 保障赛事有序进行。

此外， 上海久事篮球俱乐部平稳

有序完成俱乐部收购后， 正以提升战

绩为核心， 努力重铸上海男篮辉煌。

双方明确， 上海市体育局将继续支持

俱乐部发展， 现有支持力度不减， 并

研究推动俱乐部发展迈上更高水平的

政策措施， 积极创造良好环境。

奥沙利文上演完美首秀

晋级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卫冕冠军

奥沙利文对阵业余选手张翼， 这本是

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 然而因为张翼

首轮爆冷淘汰卡特， 成为斯诺克上海

大师赛历史上首位晋级第二轮的业余

选手，因此让这场比赛多了几分看点。

不过，张翼最终未能继续创造奇迹，奥

沙利文仅耗时一小时就以 6 比 0 横扫

对手，晋级八强。

自去年世锦赛遭遇一轮游后，奥

沙利文就选择高挂免战牌， 上海大师

赛是其新赛季首站正式比赛。 虽然久

疏战阵， 但奥沙利文赛前依然被外界

视为最大夺冠热门。本场比赛，张翼身

为业余选手的弱点在奥沙利文这样强

大的对手前毕露， 无论是选球还是走

位，不断出现失误。张翼在第四局本有

机会打出单杆高分， 却因为自己失误

只打出 14 分就交出台面，奥沙利文则

抓住机会，轰出单杆 65 分。本场比赛，

奥沙利文连续打出单杆 55 分、54 分、

69 分、65 分、136 分和 132 分，最终以

6 比 0 轻松淘汰张翼。

一直以来， 奥沙利文对英国以外

的赛事都兴趣寥寥。但昨天获胜后，奥

沙利文表达了自己对于上海大师赛与

中国的喜爱，“由于斯诺克赛季往往是

中国境内比赛与英国境内比赛交替进

行，我不可能兼顾，但我真的很喜欢来

中国比赛，这里的球迷十分热情，给予

了我莫大的支持。 ” 奥沙利文甚至表

示， 如果在中国能有更多的比赛与赞

助， 他愿意在这里寻找工作，“一年在

这里住上三四个月都不是问题。 ”

赛前， 奥沙利文在社交媒体上发

出用左手冲击 147 分的视频， 并配以

“左手尝试 147，今晚见 ！ ”的文字说

明， 这赢得了英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每日星报》表示：“在上海大师赛开打

前， 奥沙利文用罕见的表演震惊了球

迷， 展示左手斯诺克技巧令中国球迷

陷入疯狂。 ”

“申花球迷体验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 昨天下

午， 上海市民足球节走进职业俱乐部

系列活动之 “申花球迷体验日” 在申

花康桥训练基地内举行。

近百名球迷走进基地， 与球员们

进行了近距离的 “亲密接触”， 他们

现场观摩了球队的训练课， 并参观新

闻发布厅、 申花荣誉柱、 室内足球场

及综合训练馆。 有幸被选中的球迷还

与申花球员王永珀、 彭欣力和吴毅臻

一同组队参加了射门大赛。

归化风潮席卷篮球世界杯
三十二强中十三支球队拥有归化球员

半个月前， 很少有人能想到，52 年

未能晋级世界杯 （世锦赛 ）决赛圈的波

兰队能一路闯进本届世界杯八强，在昨

晚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甚至一度将夺冠

热门西班牙队拖入苦战。 波兰队能一路

爆冷杀入八强，最大的功臣就是后场核

心 AJ·斯劳特，在球队一群白人球员中，

只有他皮肤黝黑。

通过 “AJ”这一典型的美式名字就

不难猜出斯劳特的故乡———人生最初

的十余载，斯劳特均在美国度过 ，直到

被一场失败的 NBA 选秀改变人生轨

迹。 在那之后，斯劳特如多数落选秀一

样辗转多个欧洲联赛， 并于 2015 年毫

无征兆地成为波兰队的一员。 在可考的

范围内，斯劳特的祖祖辈辈从未与这个

国家产生过联系，甚至连斯劳特本人都

未曾在该国联赛效力或久居。 而如今，

他已成为在波兰篮球史上留名的传奇。

按照国际篮联规定，只要不违背一

人不可为两个协会效力的原则，球员不

必在归化国或地区居住满一定时间，只

要取得新国籍即刻就能参赛，但每个协

会代表队的归化名额只有一人。 在宽松

的政策之下，斯劳特的故事正在许多国

家或地区上演 ： 本届世界杯三十二强

中，多达 13 支球队拥有归化球员。

十三位归化球员悉数来自美国

这 13 位球员大多有着相似的成长

历程，且全部来自世界篮球第一强国美

国。 如果要为他们画一幅最具代表性的

群像，或许可以如此描述：成长于美国篮

球体系， 大学时代曾在 NCAA联赛呼风

唤雨， 天赋却始终够不着 NBA 的门槛，

辗转于世界各地职业联赛， 终在归化国

找到落脚点与表现的舞台， 但大多保留

了原本的美国国籍。

34 岁的日本归化内线费泽卡斯是

13 位归化球员中唯一在选秀夜中选的，

但这位 2007 年次轮秀在 NBA 仅坚持

了一年就不得不远走他乡。 他自小向往

为其祖父的祖国匈牙利效力，却在效力

日本联赛期间感受到了这个陌生国度

热切的召唤。 比起“雇佣军”特征明显的

斯劳特，在日本居住近五年后才入籍的

费泽卡斯，更能代表归化球员的生存状

态———原本并不在归化国的雷达内，但

因身为外援效力该国联赛期间有出众

表现，使双方萌生了合作共赢的念头。

除无法考证的经济利益，这群曾处

于美国职业篮坛边缘的球员找到了认

同感与存在价值， 以及过去无法奢望的

梦想， 即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战。 只

是，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各有不同，也有各

自独特的原因： 出生于美国的斯基尔布

因其妻子来自捷克而选择改籍， 而已代

表希腊征战十年的卡拉希斯来到爱琴海

畔只因这里是父亲的故土……虽然卡拉

希斯身上流淌着一半的希腊血统， 却无

法改变归化球员的身份， 而这就要涉及

国际篮联界定归化球员的唯一标准：是

否在 16周岁前取得该国国籍。

这也就是为何出生在希腊但祖上

毫无该国血统的 “字母哥 ”阿德托昆博

不会被划入这一范畴，而有着菲律宾血

统的 NBA 骑士队后卫克拉克森， 却在

该队已拥有归化球员布拉切的情况下

而无缘菲律宾队大名单。 在这一规则之

下，法国、西班牙等欧洲移民国家的国

家队血统构成已愈发复杂。

亚洲球队对归化球员更依赖

世界篮球归化史中，当然并非所有

归化球员都来自美国。 作为欧洲较早尝

试归化的球队，西班牙队此前曾先后归

化过两名 NBA 球员———刚果裔内线伊

巴卡与黑山裔前锋米罗蒂奇。 而若追根

溯源，最初打开归化魔盒的其实是美国

自己，当事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尼日利亚

裔中锋“大梦”奥拉朱旺。 为促成这一强

强联手，国际篮联甚至修改了球员须在

归化国居住满三年的旧规则，并有意忽

略了另一事实———奥拉朱旺曾代表尼

日利亚国青参加过非洲的国际性赛事。

归化风潮从美洲大陆刮起，却在欧

亚得以繁荣。 本届世界杯 13 支拥有归

化球员的队伍中，亚洲与欧洲分别占了

五支和六支，其余两个名额则属于非洲

球队科特迪瓦与突尼斯。 考虑到欧洲区

有多达 12 支球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

而亚洲却仅有东道主中国未使用归化

名额，可以说，亚洲球队要比其他任何

一个大洲都更依赖这种快速提升即战

力的方式，而这也与其远远落后于欧美

球队的生存状态相契合。

在归化球员的选择上，亚洲球队出

奇地一致———除有着将外线归化球员

作为绝对核心传统的约旦启用美裔后

卫塔克外，伊朗、日本、韩国与菲律宾均

将名额留给了内线。 毕竟，伊朗仅有的

内线支柱哈达迪年事已高，而日韩菲三

队始终苦于海拔劣势。 对篮球极度狂热

的菲律宾人，即便已归化了 2.11 米的前

NBA 球员布拉切，平均身高仍在本届赛

事敬陪末座。

欧洲球队则对单打能力极强的美

式后卫情有独钟，六支球队中四支选择

了后卫。 这是典型的差异造就需求。 在

欧洲整体篮球风格更偏重团队的情况

下，那些自小受美式篮球熏陶、习惯于在

开放式进攻体系中自由发挥的后卫，在

欧洲各国本土难觅替代品， 因而备受青

睐。 正如在波兰队阵中，前锋波尼卡多数

时候是进攻端掌控球权的核心人物，但

在关键时刻， 球场上所呈现的则是斯劳

特一次又一次的个人英雄主义单打。

相比之下，美洲与非洲球队则极少

进行归化尝试。 很难说清，究竟是什么

造成了这一差别 。 相对落后的经济水

平、对于篮球的狂热程度 、所在大洲因

篮球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竞技水平的

悬殊差距，都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阿根廷魔术”颠覆世界想象
爆冷淘汰争冠大热塞尔维亚晋级世界杯四强

39 岁的斯科拉仍在坚持， 即便那

斑白的鬓角与混杂在发间的银丝不断

提醒着， 属于他与阿根廷黄金一代的

辉煌早已过去———三年前的里约奥运

会， 当阿根廷人惨败于美国队倒在四

强门外， 舆论早已迫不及待想要为这

支老迈的球队敲响丧钟 。 也难怪人们

悲观的态度， 过去这些年 ， 阿根廷篮

球似乎始终停滞不前———奥博托 、 吉

诺比利等人相继退役 ， 斯科拉还在扮

演内线核心的角色 ， 而身边最得力的

帮手则是身高仅 1.79 米、 曾在 NBA 短

期效力又无奈离去的坎帕索 ， 就连他

也即将步入而立 。 然而 ， 就是这样一

支球队， 却在昨晚的世界杯四分之一

决赛掀翻了气势汹汹的东欧巨人———

塞尔维亚。

以 NBA 顶级内线约基奇为核心 ，

拥有多名现役 NBA 主力， 即便曾经的

欧洲第一人特奥多西奇遗憾缺席 ， 塞

尔维亚队依然看起来无懈可击 。 但南

美老牌劲旅却向世界展示了如魔术般

奇妙的另一种篮球 ： 不知疲倦的卷切

与反跑， “人到球到 ” 的精妙时机把

握， 坎帕索以 12 次助攻盘活球队， 尤

其次节他在夹击中直插塞尔维亚队腹

地、 助攻队友扣篮的那记背传 ， 令人

瞠目结舌。 而在关键时刻 ， 又是坎帕

索的后撤步三分球彻底熄灭了东欧劲

旅反扑的火焰 。 至于斯科拉 ， 相比过

去甚少再去尝试那些梦幻的脚步 ， 但

总能抓住对手防线露出的些许空隙 ，

以最轻巧的方式砍下了全队最高的 20

分。 正是这对组合的强势发挥 ， 助阿

根廷队以 97 比 87 战胜对手挺进四强。

相较之下， 约基奇尽管得到了 16 分 10

个篮板 5 次助攻的全面数据 ， 但散漫

的态度与频繁的失误却多少令人有些

失望。

昨晚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上

海赛区进行， 同样不为外界看好的波

兰队在后场核心斯劳特的带领下一度

紧咬比分，终因实力差距以 78 比 90 不

敌老牌强队西班牙止步八强。 今夜，澳

大利亚与捷克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将在

上海赛区上演， 尽管看似悬念不大，但

经历了昨晚两场跌宕起伏的对决之后，

外界已有足够理由相信“世界杯八强无

弱旅”的说法。 而在东莞赛区进行的美

国与法国一役将成为今夜的焦点之战，

作为卫冕冠军，这支星光黯淡的美国男

篮一路走来磕磕绊绊，“高卢雄鸡”将是

其目前遭遇到的最大考验。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作 为 归 化 球

员 ， 斯劳特 （右 ）

从未久居波兰， 却

成为该国篮球史上

的传奇。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攻入两球的艾克森 （左） 与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赛后身披国旗向球迷致谢。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