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本报讯 前NBA火箭队知名
球星路易斯·斯科拉， 近日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亲口证实， 自己
正考虑前来CBA联赛打球。 斯
科拉表示自己就此事已咨询过
姚明的意见， 并透露目前已与
几支CBA球队取得了联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 斯科
拉证实了自己有前来CBA打球
的想法。 “我跟中国有许多联
系， 最近这些年， 中国联赛获
得了快速的发展 ， 我认为这
里 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联赛 ，
虽然距离我做出选择还需要一
段时间， 但目前来讲， CBA是
我希望去延续职业生涯的地
方。” 斯科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

说道。
斯科拉最为中国球迷熟悉

的经历， 就是他当年在火箭队
效力的时期， 以4号位主力的身
份， 成为了姚明在火箭的内线
搭档。 他与姚明彼此之间关系
也较为亲密。 采访过程中斯科
拉表示： “我确实向姚明咨询
了一些关于CBA联赛的事情 ，
他是一个十分好的朋友， 我感
觉他会是我这次CBA之旅的重
要助力。”

对于自己在CBA联赛的潜
在下家， 斯科拉没有透露更多
的具体信息， 只是表示已经有
一些球队与他取得了联系， 对
于下个赛季的准备工作才刚刚

启动， 还需要进一步沟通对话
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作为阿根廷男篮 “黄金一
代” 的重要成员， 斯科拉与中
国结缘很早。 早在2006年7月 ，
当时还身处西班牙联赛征战的

斯科拉， 就被CBA山东队相中
并取得了联系， 但因为种种原
因最终未能成行。 前几个赛季，
也有过斯科拉可能加盟上海男
篮的传闻， 但也未能实现。

（欣欣）

斯科拉有望登陆CBA

国足8： 1大胜菲律宾， 这是
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分。 菲律宾队
虽然不是强队， 但也不是鱼腩 ，
要知道世预赛正是他们淘汰了强
大的朝鲜队， 才力保国足进入十
二强赛。 当然， 比赛中也暴露了
一些问题， 比如那个不应该的丢
球， 再比如球队还是错失了不少
的机会。 世预赛的对手叙利亚，
肯定不会像菲律宾人那样让我们
轻松。

最近的集训和比赛， 里皮一
直在尝试使用一些新人， 让年轻
球员和替补球员与主力混编。 一
方面是为国家队找到更多合适的
球员，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是
里皮在为未来 “布局”。 只要稍
微理智一点， 都会明白国足打入
2018年世界杯是 “天方夜谭 ”，
里皮来之前 “坑” 已经挖得很大
了， 要想把这个 “坑” 填上， 除
了中国队自己要超水平发挥， 还

需要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对手
“超低水平” 发挥， 这二者 “合
二为一” 难度实在太大。 比较现
实的想法是， 以这届国家队为基
础， 逐步引入年轻球员， 为2019
年亚洲杯和2022年世界杯早做打
算。 里皮确实是这么做的， 意大
利人在悉心培养着中国国家队的
“下一代” 球员。

不过， 里皮已经是一位老人
了， 他的年纪已经不允许再为中
国队工作很多年， 里皮在球员层
面不断为国家队找 “接班人 ”，
而里皮的接班人在哪里呢？ 无论
是 带 恒 大 ， 还 是 带 国 家 队 ，
作 为 世界冠军教头 ， 里皮为中
国足球留下的将是一笔很可贵的
财富， 但我们要把这笔财富 “兑
现”， 让国家队和更多球员受益，
还需要我们认真去学习里皮的理
念， 并且让合格的 “接班人” 将
里皮带给我们好的东西传承发展

下去。
现在中国足协就应该未雨绸

缪， 寻找合适的教练， 让国家队
少走弯路 ， 有一个 “可持续发
展” 的规划。 未来的中国队， 未
必找一个像里皮这样的大牌教
练 ， 事实上这样的教练也很难
找。 也许一些在中国执教的年轻
教练更适合承担这个责任， 比如
里皮的爱徒卡纳瓦罗， 再比如一
手把广州富力打造成强队的斯托
伊科维奇。

更大的希望， 还是中国本土
的年轻教练能够崛起 ， 比如李
铁， 他已经在里皮身边学习很久
了， 相信会有自己的心得。 现实
中， 中超、 中甲的本土教练， 特
别是年轻教练越发稀缺， 这不是
一件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教
练不能从大牌外教那里学到东
西 ， 我们交的这几千万欧元的
“学费” 真是打了水漂儿。

新华社电 在7日晚进行的一
场 热 身 赛 中 ， 再 次 回 到 天 河
体 育 中心教练席的里皮率领国
足以8： 1横扫菲律宾队， 迎来了
久违的大胜。 在赛后发布会上，
谈及即将来临的世预赛下一场对
叙利亚队的 “生死战”， 意大利
人表示， 决不放弃晋级世界杯的
希望。

13日， 国足将在马来西亚迎
来客场与叙利亚队的世预赛， 如
果不能取胜， 他们就将提前告别
俄罗斯世界杯。

“叙利亚这个对手应该在我
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面
对这样的球队主客场两回合输了
的话， 我们就要出局， 但现在我
们不会放弃晋级世界杯的希望。”
里皮说。

本场热身赛中国队打入八
球， 迎来一场久违的大胜， 但意
大利人表示， 自己更加看重比赛
的过程和内容， 而非进球。

“无论对手是谁， 我们的目
标都是通过比赛进步， 我们下半
场发挥更好， 在中场休息我们进
行了调整， 阵型进行了变化， 打
得更有侵略性 ， 进攻端表现优
异。 我更关注比赛的内容， 而非
进球。” 他说。

“这场比赛对于球员最满意
的地方是他们展现出来的精神面
貌， 球员的进攻欲望和向前的意
识让人满意。” 里皮说。

本场比赛 ， 邓涵文发挥出
色， 打入两粒精彩进球并送出一
次助攻。 里皮对这位效力于中甲
北京人和的22岁小将给予了高度
评价， 他表示， 中甲球员也有能
力进入国家队。

“在中甲有个别球员也有能
力进入国家队， 涵文在进步， 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无论是他还是
其他球员， 我都希望他们能继续
提高。” 里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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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 北京人和官方宣
布主教练王宝山因近期成绩不佳
而请辞。 目前北京人和在少赛一
场的情况下仍排名中甲联赛第
二， 且是目前中国三级联赛中唯
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为什么
人和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换帅呢？

近期战绩不佳

虽然目前北京人和以5胜6平
的成绩排名中甲联赛第二位， 但
是最近四场联赛， 北京人和却难
求一胜， 4场连续的平局让人和
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且四场比
赛中， 北京人和仅仅取得1粒进
球， 进攻效率堪忧。 如果想在今
年冲超， 人和的进攻战术和攻击
线的效率急需改善。

不愿重演冲超失败苦涩

上赛季， 北京人和基本一直
处在前四名， 并且联赛之中基本
没有出现过连败。 但是最终在赛
季末期崩盘。 显然， 人和今年并
不想再像去年一般， 在联赛的最
后阶段输掉全局。 作为中甲联
赛中人员配置最强的球队， 北
京人和在比赛中其实并没有展现
出自己的绝对实力， 除了客场对
阵北控的比赛中打出了冲超球队
的气势外， 其他的比赛内容并不
出色。 尤其是联赛第三轮主场被
丽江飞虎0： 0逼平， 更令人大跌
眼镜。

人和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虽然现在人和少赛一场排名
第二， 但是今年中甲的竞争十分
激烈。 排名第11位的杭州绿城和
人和的积分差距仅有6分， 身后
的申鑫和卓尔更是与人和只有1
分之差。 就连已经7轮不胜的深
圳都只落后人和2分。 补赛的那
场比赛， 人和也要面对排名第一
的大连一方。 可以说， 现在人和
的排名与不败， 并不像看上去那
么美好。

赛程红利期结束

本赛季开局， 人和因为保定
和超越的主场未能达标， 而和对
手进行了主客场的对换， 5连主
的开局让人和拥有了抢分的机
会。 但是下半赛季， 人和的赛程
将会是恐怖的6连客。 在赛程优
势使用殆尽的情况下， 人和并没
能拉开积分榜的领先优势， 这也
使得俱乐部的压力倍增。

综上， 人和此时换帅更多还
是为了完成自己本赛季的冲超目
标， 虽然目前由助理教练朱永胜
担任临时主帅， 但是相信人和已
经找好了新的主帅人选。 对于人
和未来的表现， 我们拭目以待。

（艾文）

■新闻分析

解读人和换帅：
不愿重蹈上季覆撤

里皮：
决决不不放放弃弃晋晋级级
世世界界杯杯的的希希望望

■段言堂

□本报记者 段西元
？？谁来接里皮的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