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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热爱向未知出发，CBA开启新赛季征程
赛地赛制“边走边看”，外援上阵注定匆忙

千呼万唤，2021-2022赛季CBA联赛

终于将在本周六正式打响。 大幅缩水且

被迫割裂的赛程， 几经挣扎的赛制和外

援政策，以及尚未明确的后续安排，都能

看出联赛如约而至背后的艰辛。

在周二举行的新赛季官方发布会

上 ，CBA联 盟 公 布 了 全 新 的 品 牌 主

张———“忠于所爱”，表达“只要保持对自

己所爱的忠诚， 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球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激情， 球迷为

联赛纵情呐喊的热情， 都是源于对篮球

的热爱。正是承载着这份热爱，27“岁”的

CBA联赛纵然还有诸多未知的因素，依

然踏上了令人期待的新征程。

“散装”赛程“夹缝求生”

相比上赛季多达56轮的 “史上最长

常规赛”， 新赛季CBA仅设38轮常规赛，

20支球队按双循环赛制展开角逐。 大幅

压缩赛程的同时， 常规赛赛期也被割裂

为三个阶段， 两段间歇期均长达一个月

以上。

根据安排， 常规赛第一阶段从10月

16日至11月14日进行13轮比赛， 第二阶

段从12月25日至明年1月28日进行15轮

比赛； 第三轮则安排在明年3月30日至4

月21日，进行最后10轮较量。除第一阶段

已确认在浙江诸暨以赛会制举行外，第

二阶段同样以赛会制进行， 但比赛地点

尚未宣布， 第三阶段的赛制和比赛地点

均为未知数。

常规赛结束后， 由前12名球队参与

的季后赛计划于明年4月24日开启，设12

进8、8进4、半决赛和总决赛四轮，最晚于

5月20日结束。一年一度的CBA全明星周

末， 则拟定于第三阶段常规赛开赛前上

演，比赛日为3月26日和27日。 至于季后

赛是否采取系列赛的形式，同样需要“边

走边看”另行通知。

如此“散装”的赛程安排，实属“夹缝

求生”的现实选择。一方面CBA联赛要以

大局为重，服从疫情防控、北京冬奥会等

整体工作安排， 同时也要为中国男篮参

加世界杯预选赛留出足够的窗口期。 根

据国际篮联最新赛历， 中国男篮将于首

个窗口期（11月27日、28日）连续在日本

仙台对阵日本队， 此后还将与澳大利亚

队和中国台北队交手。 考虑到出征前的

集训备战，奔赴客场的舟车劳顿，再加上

回国后的防疫隔离， 国家队所需的窗口

期的确较以往更长。

不过， 即使赛程被迫割裂， 赛制依

旧雾里看花， CBA仍积极推动联赛在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向更多热爱

篮球的球迷开放。 从目前来看， 于北京

冬奥会落幕之后开打的第三阶段常规

赛， 有望回归久违的主客场赛制， 让更

多球迷能在自己的城市为主队现场助

威。 中国篮协主席、 CBA联盟董事长姚

明也表达了对主客场回归的期待： “我

相信， 在CBA大家庭的共同努力下， 我

们的赛事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回到城市和

球迷之间。”

外援政策或冲击联赛格局

相比依然充满未知数的赛程和赛

制， 姗姗来迟的外援政策更让各支球队

伤透脑筋。就在四个月前，新赛季将采用

“全华班”还是舆论主流风向，以至于不

少俱乐部按兵不动， 外援引援工作处于

观望状态。如今，“靴子”在开赛前终于落

下，“全华班”的方案最终未被采用，外援

仍将成为左右联盟格局的重要力量。

根据新赛季外援注册规则， 每支球

队最多同时注册四位外援， 每场比赛最

多可为四位外援报名， 采用四节四人次

（单节最多一人次)政策。 上赛季排名后

四位的球队， 以及取代八一男篮新加入

联赛的宁波队，采用外援四节五人次（前

三节单节最多两人次， 最后一节最多一

人次）的政策。

由于引援工作滞后和严格的防疫措

施， 各队外援普遍无法赶在赛季开始前

到岗，大多数球队只能以“全华班”出战

第一阶段常规赛。这样一来，本土球员实

力雄厚的广东、 辽宁、 浙江三强优势明

显， 依旧有望如上赛季那般占据积分榜

头部位置。而随着外援陆续到位，联赛竞

争格局或将从常规赛第二阶段开始出现

波动。 尤其是对于积分榜中段的球队而

言，谁能在乱局中抢占先机，就有望在激

烈的季后赛席位竞争中占据理想位置。

作为联盟为数不多已有外援 （富兰

克林） 参与合练的队伍， 接连引进王哲

林、任俊威等强援的上海男篮，自然被视

为冲击联赛原有格局的热门候选。 只是

相比卫冕冠军广东队和刚刚登顶全运会

的辽宁队，“大鲨鱼” 的稳定性和团队默

契程度仍有明显差距， 账面实力能否兑

现尚需比赛来检验。可以预见，粤辽浙三

强争冠仍是新赛季基本格局， 谁将扮演

“搅局者”的角色值得期待。 而在排名之

外， 易建联和丁彦雨航回归后能否再现

巨星风范， 周琦出走后的新疆队强弱哪

般， 张镇麟、 齐麟等新生代能否强势上

位， 众多焦点话题也将逐一揭晓答案。

李铁应直面外界质疑与信任危机
十二强赛第4轮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国足对归化球员的使用引争议

十二强赛第四轮以2比3不敌沙特

阿拉伯队之后， 中国男足主帅李铁在

场边面无表情地站了足足一分多钟，

一动不动。 他当时的心理活动一定非

常复杂，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想及麾

下几位归化球员的表现。

如果不是归化球员的出色表现，

国足这场比赛恐怕会输得更惨。 上半

时0比2落后， 易边再战时李铁立即换

上阿兰和洛国富两位归化球员， 正是

他俩登场仅30秒就策划出第一个进

球，后者接前者助攻打入一记神仙球，

将比分扳为1比2， 令国足重新找回了

士气。 归化球员成了下半时中国队的

最大亮点，也主导了国足的反击。但更

猛烈的质疑随之而来， 李铁为什么就

是不爱用归化球员？

归化球员到底该怎么使用？ 首发

就上，还是下半时作为奇兵更好？上一

个，还是三个全上？国足的比赛结束时

已近凌晨3点，但相关的分析和争论从

那一刻便成为网络焦点。

归化球员登场后才让
人看到希望

“体能不行” “状态不好” “破

坏体系” ……每当有人质疑李铁为何

不给归化球员更多的出场机会时， 总

会出现类似的回答。 而在与沙特队的

比赛中， 下半时才登场的阿兰、 洛国

富却用实际行动证明， 即便不在巅峰

期， 他们在亚洲赛场依然具备了强大

的杀伤力。

下半时开场仅30秒， 阿兰与洛国

富连线配合， 后者胸部停球后撩出一

脚落叶球， 皮球越过沙特队门将指尖

飞入球门。短短两分钟之后，阿兰中场

拿球后快速突破， 在对方大禁区外突

然用左脚打出势大力沉的远射， 对方

门将奥韦斯使出浑身解数才飞身救

险。比赛临近结束时，洛国富甚至还获

得过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在禁区

内与艾克森精妙配合后， 他一路带球

杀入小禁区左侧底线， 只可惜洛国富

选择了小角度射门， 如果将球倒三角

传给门前无人防守的阿兰， 就是一次

破门良机。

出色的技术功底， 充足的带球自

信，强壮的身体以及出众的意识，这就

是三名归化攻击球员在下半时45分钟

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在有限的出场

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已不具备中超

能力” 的洛国富两次射门全部打正门

框范围，五次过人三次成功，11次身体

对抗则赢下8次。 阿兰的数据同样优

秀，一次射门命中门框，两次过人全部

成功，10次传球9次成功。 正是在他们

的带动下， 中国男足才在下半时打出

了不逊对手的表现， 其中七次射门五

次射正， 而沙特队全场也仅有三次射

门命中门框范围， 但这三次全部转化

为了进球。

有一种意见认为， 正是因为国足

在上半时消耗了对手， 才让归化球员

在下半时获得了爆发的机会。 这种说

法其实站不住脚。 前45分钟比赛里恰

恰是疲于奔命的国足消耗了更多的体

力与精力，如果沙特队运气稍好一些，

或许能在上半时就获得三球乃至四球

领先，让比赛提前进入垃圾时间。国足

在上半时被全面压制，失误频频，后场

出球多次被对方拦截后打反击， 这一

切都在摧毁队员的斗志和自信。

“如果国足从一开场就派出所有

归化球员，能否获得更好成绩？ ”这样

的假设性提问无从回答。 但可以肯定

的是，单就对沙特一役而言，三名攻击

线归化球员出场后， 才让中国球员和

球迷们看到了与强队对抗的希望，而

上半时他们只能体会绝望。

李铁拒绝回答使用归
化球员的问题

沙特当地时间昨晚， 国足一行从

吉达出发归国。 十二强赛前四轮拿到

3分， 中国足协内部认可李铁的这一

带队成绩 ， 并继续给予他足够的支

持。 但李铁正面临来自外界的巨大信

任危机。 与沙特队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时

间， “李铁下课” 这四个字便在各种社

交媒体上刷屏。

对于归化球员的使用自然是反对者

质疑的焦点。 李铁并不愿意直面这一问

题 。 与沙特的赛后发布会上 ， 李铁以

“战术问题， 我在这里不想多说” 为由，

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谈到球队为何上下

半时反差巨大时， 他回答： “上半时球

员们有些过于拘谨，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让球员们放松去踢。 所有队员在场上

都拼了命地想把比分追回来， 差一点就

扳平了。” 这一表述更是只字未提归化

球员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此外， 李铁在塑造球队战术体系方

面显然也存在问题。 十二强赛前四轮，

李铁使用了四套首发阵容 ， 但无一例

外， 这四场比赛的前45分钟都可以用灾

难来形容———对澳大利亚、 日本、 越南

三场比赛的上半时， 国足均无一脚射门

射正； 对澳日沙三强， 均在上半时被对

手打得狼狈不堪， 比分落后。 其实在四

十强赛最关键的对菲律宾一战中， 国足

上半时同样没能打开局面， 与对手0比0

战平。 关键比赛中首发阵容和战术安排

全部失败 ， 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位主教

练， 实在有些难堪。

执掌国足教鞭将近两年， 其间组织

过多次集训， 但李铁似乎至今都没有为

这支球队带来明确的战术风格。 如果在

11月对阿曼和澳大利亚的两场比赛中仍

没有改观， 李铁很可能将面临真正的下

课危机。

敢于放手，更是一种爱

2019年12月， 釜山亚运会主体育

场， 东亚四强赛最后一战以战胜中国

香港而告终， 中国选拔队主教练李铁

结束了这项临时使命。

李铁不善于表达， 偶尔会怒怼记

者，在那场比赛赛后，他却发表了一段

动情的话语———“我非常荣幸，非常骄

傲，自己能作为中国队的主教练，率队

来这里参加东亚杯。 这是我儿时的一

个梦想，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梦想。

我可以很骄傲地去和自己的孩子讲：

‘爸爸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

在那个场合，这似乎是临别赠语，

而内容却更像是一段说给未来的期

许。 在现场的我丝毫不怀疑李铁对中

国足球真挚的感情。 这段充满设计感

并需要特定场合的话， 他一定早在心

里想过很多次。 我甚至还牢牢记得当

时的一幅场景———

总结完队伍表现， 李铁突然冒出

一句“我希望……”，随后却是一段长

长的停顿， 以至于球队翻译和东亚足

联新闻官都侧身望向李铁， 面无表情

的他这才迟迟接上后半句：“……这个

队越来越好。 ”

是啊，爱它，才会希望它变得更好。

剧本随后的发展， 其实符合主流

预测。 里皮突然离去后空出的国足帅

位， 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本土教练坐

上；又因为其他竞争者不太情愿，一直

抱有强烈执教意愿的李铁， 最终成了

中国队的主教练。 李铁能实现这个自

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很大程度上是“机

缘巧合”，而非“理所应当”。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所有的计划安

排都击得粉碎， 既给了李铁更充裕的

备战时间， 又带来太多难以预判的波

折———失去主场、长途跋涉、长期封闭

集训……等等。 带队从四十强赛突围

而出， 李铁实现了作为国足主帅的最

低目标。而在疫情变故的背景下，这次

突围让中国足球人大大舒了一口气，

正如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段陈戌源赛

后转圈鼓掌的视频所表达出的情绪宣

泄。于内于外，暂时的成功被赋予了超

出其实际价值的意义。

而万众瞩目的十二强赛， 远远超出

了李铁的驾驭能力。4轮积3分，好于上届

世预赛同期（1分），国足也没失去出线的

可能———传言中的足协总结颇有自欺欺

人的味道。只看分数，前4轮3分距离最终

出线确有理论上的可能（万不可去掉“理

论上”这个定语）；若看场面，会知道这一

可能性基本为零。

很难想象， 一支在十二强赛迄今所

有四场比赛的上半时全部遭遇痛击的球

队，能在小组赛后半程实现翻盘奇迹。事

实上， 李铁的国足在四十强赛也遭遇过

一次上半时失意———对菲律宾的0比0，

那也是四十强赛最关键的一场球。 在执

教的全部五场重要比赛， 首发阵容和战

术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这不是主教练的

责任，又该是谁的呢？

以国足现有实力，澳大利亚、日本、

沙特阿拉伯确系实力高出一筹的对手。

而经历过许多次失败的中国球迷们，并

没有苛求这支球队去取得不可能的战

绩，但至少，国足需要在做这些“加分题”

时表现出解题思路。该怎么防守，又该怎

么反击；该怎么阻截，又该怎么推进；后

场由谁持球出球， 定位球能打出几种套

路———所谓章法，有战略层面的设计，也

有战术细节的布置。 但李铁的中国队无

法表现出这些，时而激进，时而保守，时

而不知该进该退。 如同一位面对难题的

考生， 一股脑将能背出的条目统统涂上

考卷， 以求阅卷老师能从中找出一两个

得分点。

国家队主帅的位置，对于李铁过于沉

重了。作为一位执教顶级联赛仅仅50余场

的教练，他缺乏足够的阅历与积淀，就坐

在了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位置上。 一位

优秀的教练可以挖掘出球员的潜能，而

一位平庸的教练， 甚至无法将球员的现

有能力用在刀刃上。 现下关于李铁布阵

及用人的质疑，说的不正是这后半句吗？

“对于还是教练界新人的李铁，国足

帅位目前还不合适他，甚至说，很可能毁

了他刚刚起步的教练生涯。”这是两年前

在釜山听完李铁感言的我在文章中所写

下的话，很遗憾，故事的发展似乎同样没

有游离预设的剧本。 我依然相信李铁对

于中国足球的深爱。但敢于放手，也是爱

的一种体现。

既然爱它， 就应该让它变得更好。

“我才能让它更好”，是执念，不是爱。

国羽顺利晋级尤伯杯八强
本报讯 （记者吴姝） 北京时间昨

天凌晨， 在丹麦奥胡斯举行的尤伯杯 D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上， 中国队以 5 比 0

战胜东道主丹麦队， 以小组第一的成绩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由于中国队和丹麦队都在小组赛前

两轮取得胜利， 提前锁定八强席位， 所

以在本场比赛中， 中国队没有派出女单

世界排名第二的陈雨菲， 丹麦队也没有

派出该国头号女单、 世界排名第 12 位

的米娅出战。

在本场比赛中 ， 24 岁的何冰娇 、

小将王祉怡和韩悦分别出任第一、 第二

和第三单打。 何冰娇和王祉怡都在首局

失利的情况下连扳两局实现逆转。 韩悦

则以 21 比 17 和 21 比 9 直落两局， 击

败丹麦的雅格布森。

首场何冰娇对阵世界排名第 23 位

的克里斯托弗森。 面对身高和力量方面

都有优势的对手， 何冰娇在第一局后半

段遭遇逆转， 以 21 比 23 不敌对手。 但

她随后调整状态， 以 21 比 13 和 21 比

15 连赢两局 。 赛后 ， 何冰娇表示 ，

“输掉第一局有点可惜。 后两局前半程

有些胶着， 后面打出信心， 比分渐渐拉

开。 这里是丹麦主场， 莉娜 （克里斯托

弗森） 是欧青赛的冠军。 出色的对手会

激发我的状态， 接下来我会越打越好。

我和队友们状态不错， 非常有信心重夺

尤伯杯。”

作为国羽重点培养的新生力量， 首

次参加尤伯杯的 00 后小将王祉怡打满

了三场小组赛。 和前两场轻松赢下加拿

大和马来西亚对手不同， 王祉怡坦言，

在这场与丹麦选手克亚尔菲尔德的比赛

里， 自己多处于落后或相持的状态。 她

在 12 比 21 先失一局的不利情况下， 以

21 比 15 和 21 比 17 实现逆转。 “对于

这样速度快、 力量大的对手， 我打得比

较少， 她的球让我感觉比较难受。” 王

祉怡赛后表示， “经历这场高强度对抗

后， 信心增强很多。”

双打方面 ， 中国队派出了东京奥

运会亚军组合陈清晨/贾一凡 ， 她俩以

21比 10 和 21 比 14 击败女双世界排名

第 25 位的玛格伦德/拉文。 赛后， 凡尘

组合表示， 东道主丹麦在前八强中整体

实力很强， “我们全力以赴地对待这场

比赛”。

东京奥运会混双冠军黄东萍临时搭

档 21 岁小将李汶妹， 以 21 比 19 和 21

比 15 战胜女双世界排名第 31 位的博

尔/波尔森 。 至此 ， 中国队在小组赛以

全胜战绩晋级八强， 丹麦队也以 2 胜 1

负的战绩晋级。

上海赛艇公开赛下周开赛
本报讯 （记者吴姝） 2021 年上海

赛艇公开赛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在

苏州河 （长寿路桥至外白渡桥段 ） 举

行。 这是上海着眼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

都， 按照 “一江一河” 发展规划， 创办

的彰显城市内涵特质的自主品牌赛事。

昨天下午， 上海赛艇公开赛组委会全体

会议在市政府召开。

本次比赛分为专业组、 高校组和俱

乐部组三个组别， 设 4.2 公里追逐赛和

500 米城市冲刺赛， 包含男子八人单桨

有舵手、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以及男女

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三个项目 。 截至

10 月 11 日公开报名系统正式关闭， 共

有 46 支参赛队伍完成报名。 其中， 来

自上海、 广东、 浙江等地的 12 支队伍

参加专业组比赛， 北京大学、 同济大学

等 14 支知名高校队将展开激烈角逐 ，

新沪商赛艇会、 沈阳清泉盛京赛艇俱乐

部等 20 支队伍将在俱乐部组中上演精

彩对决。

比赛将通过五星体育、 看看新闻、

新浪网等电视及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多平

台直播， 全面展现上海城市景观文化，

推广赛艇运动普及。 据悉， 通过本次比

赛， 上海 “母亲河” 苏州河的治理成就

与发展新貌将一一展示， 苏州河两岸步

道贯通后的沿线景观和特色公共空间也

将一一展现， 比赛沿途外白渡桥、 乍浦

路桥、 四川路桥、 邮政博物馆、 划船俱

乐部、 四行仓库等 “建筑可阅读” 瑰宝

生动浮现。

上海是中国赛艇运动的发源地， 未

来上海赛艇公开赛将致力打造成为与世

界顶尖赛事齐名的城市名片赛事， 赋予

赛艇以城市的气质， 通过赛艇展现城市

的活力。

上海市副市长、 赛事组委会名誉主

任陈群出席会议。

体彩开启“金秋送乐”活动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上海体彩将于

今天开启 “超级大乐透·金秋送乐” 活

动， 购彩者购买超级大乐透， 即有机会

免费获得大乐透随机彩票一张。

本次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9 时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 20 时。 凡

在活动期间购买超级大乐透游戏复式

票 （单票金额 10 元以上 ）， 有机会获

得10 元大乐透游戏随机彩票 1 张 ， 获

奖的购彩者可在彩票票面宣传栏看到

“恭喜您获赠大乐透 10 元彩票一张 ！”

字样。

活 动 共 进 行 20 期 ， 每 期 赠 送

10000 张随机票。 如当期彩票没有赠送

完毕， 则滚存至下期。 若 11 月 29 日后

彩票仍未赠完， 则活动继续， 赠送截止

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活动

范围为上海市所属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体

彩销售网点，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所有。

■本报记者 沈雷

界外球

■本报记者 谷苗

中国男足再遭败绩， 主帅李铁备受质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