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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赛赛制的争议不存在对错
NBA常规赛渐入尾声，季后赛席位仍留悬念

疫情的到来，打破了 NBA 沿袭多
年的诸多传统。 1967-68 赛季定下的
各队 82 场常规赛场次，自本赛季起缩
水为 72 场； 随着常规赛揭幕日推迟，

季后赛赛期、总冠军诞生、选秀抽签等
一系列安排也一并延后———如今已是

5 月初， 往年季后赛次轮都已激战正
酣， 现实却是本赛季常规赛正步入收
尾阶段， 各队仍有 6 到 8 场比赛尚未
进行； 最大的变化则是去年引入的附
加赛赛制， 而这也成了过去数日内被
议论最多的话题。

詹姆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争议的导火索源自湖人前锋詹姆
斯的一番抱怨。 在本周一“紫金军团”

负于猛龙队赛后， 这位极其重视公众
形象的超级球星， 罕见地在采访中大
爆粗口并抨击道，“想出附加赛赛制的
人应该被解雇。 ”

所谓附加赛，顾名思义，即在原有
的常规赛与季后赛之间增加一轮系列
赛， 在各分区常规赛前六仍直接晋级
季后赛的情况下，积分榜第七与第十、

第八与第九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两
个席位。 詹姆斯不是第一个抨击该赛
制的利益相关人士， 独行侠队老板库
班与球星东契奇都曾表达过类似观
点， 但或许这话只有从湖人巨星的口
中说出才能引发如此多的争论———一
方面缘于这位超级球星独一无二的社
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去年最早提出
附加赛概念的一批业内人士中就包括
了詹姆斯。 与此同时，近况不佳的湖人
目前已跌至西部第六， 稍有不慎就需
要面对残酷的附加赛考验， 令詹姆斯
成了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从公关的角度， 詹姆斯提出批评
的时机是灾难性的， 给外界留下了太
多话柄。 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名
嘴史密斯的质疑， 代表了主流媒体对
此事的态度———“之前湖人还在西部
第二的时候，没见他站出来抨击赛制。

现在赛制影响到球队利益了， 他站出

来说，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我们需要
避免打附加赛，这太可笑了。 ”

关于此事的报道， 全美各大媒体
的观点鲜明地呈现在标题上。 《今日美
国》刊登了名为《对不起詹姆斯先生 ，

想出附加赛赛制的人该得到表扬 》的
评论，《纽约时报》为相关报道取名《附
加赛从来不是问题 》，而 CBS（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报道的标题则是《詹姆斯
严厉批评了一年前由他自己提出的想
法》。 显而易见，由于立场问题，詹姆斯
已不适合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之中。 这
已是他这段时间内第二次遭遇舆论危
机， 上一次则是他在未厘清事情原委
的情况下， 强烈批评俄亥俄州哥伦布
市一位警官， 因为后者开枪击毙了一
位持刀威胁他人安全的非洲裔女孩。

不过， 抛开詹姆斯发表言论的时
机与动机问题， 这场关于附加赛的讨
论其实并非一边倒。 在主流媒体对詹
姆斯言论的批评报道下方， 不少球迷
反而对这位超级球星予以声援。 球迷
的理由同样充分， 上赛季采取附加赛
制是因为常规赛被疫情拦腰斩断 ，各
队最终出战的场次有所不同， 附加赛

能最大程度地做到公平。 这也是当时
詹姆斯提出应设置附加赛的原因 ，用
他的话说，“球员们已经为了季后赛席
位拼搏了 60 多场 ，要是 （赛季从疫情
恢复后）直接进入季后赛，是对他们努
力的玷污。 ”考虑到本赛季所有球队的
常规赛场次同为 72 场，从竞技公平的
层面而言，附加赛确无必要。

为状元签摆烂的时代已过去

然而，NBA 管理层却提供了全新
思路。 4 月下旬，NBA 战略与分析高级
副总裁埃文·瓦施曾在采访中提到了
一项容易被外界忽视的新纪录，“现在
距离常规赛结束还有一个月， 目前仍
有 24 支球队还在为季后赛席位打拼，

这在联盟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

如今又过去了半个月， 分列东西
部第 12 位的公牛与国王距离附加赛
区 4 个胜场及 3.5 个胜场的差距，仍保
留着晋级季后赛的希望。 若按以往赛
制， 两队恐怕已不得不接受出局的命
运。 结合 2019 年联盟对选秀抽签规则
的改革， 大幅度减少了战绩最差的?

支球队抽中状元签的概率， 困扰联盟
多年的恶意摆烂现象已有极大改观 ，

而这直接表现为联盟中下游球队比赛
质量的提升。

其实，早在上赛季落幕时，就有多
家美国知名体育咨询机构向 NBA 管
理层建议， 永久保留由 72 场常规赛、

附加赛、季后赛组成的新赛制。 从很多
方面来看，这一建议都合情合理。 NBA

的危机并不是从疫情暴发才开始的 。

随着比赛节奏越来越快， 联盟中跟腱
断裂等重伤案例频发， 当家球星轮休
已成各队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而比赛
质量与判罚尺度也备受质疑。 减少常
规赛轮次，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球员
受伤的概率， 而附加赛赛制则有助于
提升不少场次的质量。 然而，此举的代
价也显而易见。 在多数球队主场已逐
步向球迷开放的情况下， 每减少一场
比赛，就意味着损失一笔可观收入。 要
知道，过去一年多，NBA 联盟和下属球
队在商业层面上已遭受惨重打击。

究竟是保留现有赛制， 还是恢复
既往传统，站在不同立场，选择自然截
然不同。

1比1让申花海港都认为自己成功了
世界波、红牌、点球绝杀，这场“上海德比”囊括了所有戏剧元素当东亚变身上港后， 这支后辈球

队开始冲击申花队的城市 “一哥” 地
位， “上海德比” 就被赋予了许多竞
技以外的意义。 无论当事人们说或不
说， 在外界看来， 德比就像是在比拼
谁是上海第一球队 。 而昨晚的这场

“上海德比”， 申花与海港两队在中超
的第 17 次交锋， 却有了截然不同的
意义。

海港队这几年的联赛战绩一直非
常稳定， 自 2015 赛季以来一直排名
中超前四， 虽然去年错失了亚冠参赛
资格， 但球队的整体实力并未削弱，

随着广州、 北京等队先后出现实力折
损， 海港被视为今年中超的争冠大热
门。 而申花今年引进吴曦、 巴索戈、

约尼奇、 阿德里安等多名强援后， 实
力也有了大幅提升， 并以两连胜打出
了近六年的联赛最佳开局， 同样成为
冠军竞争者， 俱乐部也公开喊出 “力
争冠军” 的赛季目标。 实力得到增强
的申花 ， 在面对海港时变得更有底
气， 正如崔康熙赛前表示， “我们一
定会踢出自己的内容， 不会退缩， 并
坚持战斗到最后。”

这样一场 “上海德比”， 已经成
为中超的 “争冠预演”， 这是过去几
年不曾见到的场景。 距离申城百余公
里的苏州体育中心， 17512 名球迷汇
聚成蓝色与红色的海洋， 刷新了本赛
季该赛区的上座率。

这场比赛堪称拆招解招的名局。

甫一开场， 上海申花的人盯人防守战
术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场， 阿
德里安对位阿布拉汗， 彭欣力对阵穆
伊 ， 吴曦则专司防守海港核心奥斯
卡。 上海海港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

利用控球不断施压， 上半时控球率高
达七成， 李昂、 贺惯等防守球员都能
多次在边路送出威胁球， 奥斯卡的无
球跑动更是让吴曦疲于奔命， 消耗了
大量体能， 并在上半时领到本赛季的
第二张黄牌。

前 45 分钟一攻一防、 你进我退
的态势非常明显， 但 0 比 0 的比分，

让双方都认定本队的战术获得了成
功。 吴曦赛后表示， “我们基本成功
抑制对手的进攻， 尤其是上半时。” 而
海港主帅莱科同样认为自己偏重于进
攻的战术是成功的， “我们对上海申
花的战术打法非常了解， 这并不是什
么秘密。 他们有他们的打法， 我们有
我们的。 这非常有趣。 我们最后看看
谁是更好的一方， 谁的打法能让球队
获得更好的结果。 我们尊重申花的打
法， 我也坚持喜欢我们的打法。”

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第 63

分钟。 申花在己方大禁区弧顶区域出
现了防守漏洞， 无人盯防的穆伊一脚
世界波， 为海港取得领先。 仅仅 4 分
钟后， 穆伊又一次送出精准长传， 若
非曾诚发挥出色， 将阿瑙托维奇的推
射挡出， 海港本有机会扩大比分。

落后的申花已无退路。 崔康熙此
后接连换上曹赟定、 于汉超、 毕津浩、

杨旭 ， 加之此前替补登场的巴索戈 ，

韩国人将自己可以派出场的攻击手悉
数堆向前场。 随着莫雷诺、 巴索戈接
连错失良机， 看似申花扳平的机会渺
茫， 第 83 分钟却出现了整场比赛的第
二个转折点———海港替补出场的国脚
买提江 ， 在拼抢中蹬踹于汉超 ， 被
出示红牌逐出球场 。 多一人的申花
在第 90 分钟又获得命运的垂青 ， 吕
文君在禁区内拉倒莫雷诺， 主裁判李
海新果断判罚点球。 巴索戈操刀主罚
命中， 申花在最终时刻将比分扳为 1

比 1。

“不幸的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

这是比赛中常有的情况。 之前我就对
球员们说过， 不要去想这是一场德比，

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足球上， 最终
这还是发生了。 这就是足球。” 最后时
刻连续出现的红牌与点球， 让海港与
胜利失之交臂， 然而莱科依然认为通
过这场比赛看到了球队光明的未来 ，

“尽管如此， 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 球
队今天打出了教练赛前部署的战术 。

我很喜欢今天球员在球场上展现出的
样子。 这就是我想要的足球， 打出团
队配合， 我再次强调， 我很喜欢球队
今天的表现。”

无独有偶， 申花主教练崔康熙也
通过这场 “略显遗憾 ” 的 “上海德
比”， 发现了球队通过不断磨合后展现

出的积极一面， “我们上半时通过强
硬防守， 做到了零失球， 下半时在丢
球情况下通过换人变阵， 获得了很多
机会。 此外， 巴索戈之前在与全队磨
合， 现在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本场比赛后， 上海海港与上海申
花以 2 胜 1 平的成绩， 继续排名苏州
赛区前两名。 这场被外界喻为 “争冠
预演” 的 “上海德比”， 也许将成为他
们冲击冠军的第一个台阶。 有趣的是，

通过这场 “上海德比”， 两支球队都将
自己的足球风格展示了出来， 海港以
我为主， 申花则更擅长扼制对手， 这
样两种足球世界中最为对立的风格究
竟谁能走得更远，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
我们答案。

这一变故对国足出线形势并无影响
朝鲜决定退出世预赛，亚足联尚未决定如何应对

朝鲜男足国家队决定退出卡塔尔世
预赛亚洲区四十强赛的消息， 让原本平
静的亚洲足坛平添风波。 一旦朝鲜男足
的退出成为现实 ， 亚足联将会如何应
对， 由此带来的形势变化将会给中国男
足冲击十二强赛带来怎样的影响， 无疑
成为了中国球迷最关心的焦点话题。 虽
然目前不少自媒体发文称， 朝鲜队退赛
将对中国男足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但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不难发现， 其实此事
对于国足的影响非常有限， 甚至可以说
完全无关。 李铁所率领的球队需要做的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 力争赢
下接下来的每一个对手。

朝鲜足协在发送给亚足联的公文通
报中称， “出于新冠疫情防控考虑， 决
定不参加世预赛”。 就在不久之前的 4

月 6 日， 朝鲜同样以保护运动员健康为
由， 宣布不参加定于 7 月开幕的东京奥
运会。 目前亚足联和韩国有关部门正在
试图说服朝鲜足协更改这一决定， 继续
按计划参加 6 月在韩国进行的赛会制小
组赛， 但前景并不乐观。 在已经结束的
四十强赛小组赛中， 朝鲜男足以 2 胜 2

平 1 负的成绩积 8 分排名 H 组第四位，

这一积分与韩国队 、 黎巴嫩队完全相
同， 仅仅落后排名小组榜首的土库曼斯
坦队 1 分。

根据四十强赛的晋级规则， 八个小
组的小组第一和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
二晋级下一阶段的十二强赛。 由于本次
世预赛亚洲区四十强赛同时还是 2023

年亚洲杯预选赛， 因此 2022 年世界杯
东道主卡塔尔队也参加了本次赛事， 但
该队不会参加十二强赛， 若卡塔尔队取
得本小组第一， 或成为四个成绩最好的
第二名之一， 那么其所占据的十二强赛
名额将释放给成绩第五好的小组第二。

目前卡塔尔队以 6 战 5 胜 1 平积 16 分
位列 E 组第一 ， 这基本确保了将有五
个小组第二名晋级十二强赛。

到目前为止， 亚足联还在寄希望于
朝鲜足协能够回心转意， 还未对朝鲜退
赛作出任何表态。 朝鲜退赛， 主要涉及
本小组排名和各小组第二名成绩排序两
个问题 。 在本组内 ， 只有两种处理方

式———将朝鲜队涉及的四十强赛全部比
赛计为该队 0 比 3 负； 将其未参加的比
赛计为 0 比 3 负。 但无论选择哪一个，

都会有吃亏方。 如选择第一种方案， 那
显然此前分别被朝鲜队逼平的韩国队和
黎巴嫩队都一下子会多获 2 分， 从而改
变小组排名。

而关于各小组第二名成绩排序， 则
有先例可循。 在上一届世预赛亚洲区四
十强赛中， 因为印尼队遭到国际足联的
全球禁赛， 因而同样出现了一个小组只
有四个队， 而其他七个小组均为五队的

“跷脚”情况。当年亚足联采用的办法，是
在比较各小组第二名成绩时， 不计算有
五队参赛的七个小组第二名与本组最后
一名的成绩， 从而抹平了这些球队与另
一位小组第二名的参赛场次。 这样的方
法也是足球界常规操作， 在此前的欧洲
杯预赛、世界杯欧洲区预赛中均实施过。

目前四十强赛除 H 组以外的七个
小组中， 现排名第二位的队伍在对阵现
同组垫底队伍时 ， 只有 D 组的乌兹别
克斯坦队丢了分， 该队在第 1 轮时 0 比

2 不敌巴勒斯坦。 换言之， 如果现在按
照上述常规操作计算的话， 那么乌兹别
克斯坦在与其他小组第二比较时占了便
宜 ， 但目前 D 组形势并不明朗 ， 乌兹
别克斯坦仍有机会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小
组头名， 具备一定实力的巴勒斯坦也未
必垫底， 该队也有机会赶超身前的新加
坡和也门。

以目前积分形势计算， 各小组第二
在刨除与同组末尾球队的比赛成绩后积
分情况如下 ： A 组中国男足 3 战积 4

分； B 组科威特队 4 战 7 分； C 组巴林
队 4 战 6 分； D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 4 战

9 分； E 组阿曼队 4 战 9 分； F 组塔吉
克斯坦队 4 战 4 分； G 组马来西亚队 3

战 3 分； H 组韩国队 3 战 7 分。 中国队
目前战绩优于马来西亚， 在打完对马尔
代夫的比赛后， 也应能超越巴林和塔吉
克斯坦， 至少追平科威特。 就此形势而
言， 如果中国队能在最后四场四十强赛
中全胜 ， 就将肯定出线 ， 如果 3 胜 1

平 ， 也有八成以上的出线概率 。 可以
说， 朝鲜队退赛， 对中国队的出线形势
几乎不存在影响 ， 最终决定国足命运
的， 只能是他们自己。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少儿柔道教育嘉年华落幕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2021 年 “临

港体育杯” 上海市少儿柔道教育嘉年华
活动近日落幕， 数百名青少年柔道爱好
者近距离观看上海柔道队运动员展示传
统柔道的 “投之形” 和 “护身术”， 现场
感受柔道运动的魅力和自我防身作用。

上海市拳击跆拳道运动中心党支
部书记 、 国际 A 级裁判张光玥表示 ，

“柔道作为心技体相结合的竞技运动 ，

能使身心和意志力、 品格等方面得到锻

炼与发展， 越来越受到孩子喜爱。 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接触柔道、 练习
柔道。”

本次嘉年华也是上海青少年柔道发
展的一次创新尝试。 “我们正在探索以
柔道为切入点， 一方面提升体制内培养
选手的效率， 另一方面也鼓励社会力量
多方面提高柔道普及率 。” 上海拳跆运
动中心主任高晓东表示， 现在让社会俱
乐部向一线队提供尖子选手还存在难
度， 因此需要通过开展更多公益性互动
活动， 进一步提升基层培训机构的培训
水平。

京津沪青少年排球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谷苗） 第一届“麦克林

杯”京津沪青少年排球俱乐部挑战赛日前
在上海奉贤区中体城·都市运动中心开
幕，来自?座城市的 20 支队伍参与角逐。

本次比赛是奉贤区坚持体教融合 、

以赛促训的一次重要探索 ， 设 U12、

U14、 U16 ?个组别 ， 对拓宽青少年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和体智双优并轨发展等
工作有着积极意义。

开幕式上， 诸韵颖和白云两位女排
名宿带领各自俱乐部的小队员们呈现精
彩的接传表演， 并配合完成一记漂亮扣
杀， 为赛事开球。 比赛全程还将以视频
形式通过主办方 “未来星球” 上传至海
外大学体育奖学金官方测评选材平台 ，

为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的未来发展提供更
多机会。因抨击附加

赛赛制 ， 詹姆斯

又一次被卷入舆

论漩涡。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上海德比” 拼抢激烈， 申花后防大将冯潇霆严防海港外援洛佩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