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昨天火箭与太阳
的夏季联赛比赛中 ， TNT名嘴
肯尼·史密斯担任现场解说。 谈
到卡梅罗·安东尼可能加盟火箭，
史密斯认为火箭队的体系和配置
会让安东尼受益。

近日有消息称， 尼克斯依然
在努力兜售安东尼， 而如果他能
够被交易到火箭或者骑士， 安东

尼愿意放弃交易否决权。 与此同
时， 据ESPN的尼克斯记者伊恩·
贝格利透露， 安东尼相信自己最
终会被交易到火箭队。

据史密斯透露， 安东尼方面
非常希望能够去火箭， 正在想办
法如何能够加盟火箭队。

尽管安东尼一直被诟病持球

时间太长 ， 效率不高 ， 但是肯
尼·史密斯认为， 如果安东尼加
盟拥有哈登和保罗的火箭， 他在
进攻端的优势反而会体现出来。

“如果他在火箭队打球 ， 那
么对手阵容里排名第二或者第三
的防守者会去对位他 ， 那样的
话， 他会打爆那些防守者。” 史
密斯说道。 （罗森）

新华社电 中国篮协主席姚
明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 他认为对于周琦来说， 休
斯敦火箭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美国当地时间６日， ＮＢＡ休
斯敦火箭队宣布正式签约中国球
员周琦。 “大魔王” 周琦也因此
成为姚明之后第二个从ＣＢＡ联
赛登陆火箭队的中国球员。

对于周琦签约火箭， 姚明表
示： “周琦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以及他团队的努力， 才最终打出
一片新天地 ， 得以登上ＮＢＡ这
个大舞台。 正如篮协在贺信中所
说的， 我们祝愿周琦通过自己的
努力， 在休斯敦火箭队立足， 打
出好成绩， 并作为中国篮球的使
者， 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一
份贡献。”

姚明在２００２年以状元秀身份
被火箭选中， 效力该队长达９个
赛季直至２０１１年退役。 作为 “前
辈”， 姚明认为， 休斯敦是个很
简单的地方， 而简单的生活容易
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球场上， 所
以他觉得对周琦来说， 火箭是一
个不错的去处。

姚明还不忘幽默地 “提点”
周琦： “多替老队友去买个三明
治啊、 拎个包啊、 拿个报纸啊，
有助于培养投篮手感。”

周琦曾经表示， 自己去美国
之前跟姚明有过交流， 姚明也给
他提供了不少建议。 对此， 姚明
表示， 自己给周琦提供的都是一
些 “显而易见、 但只有他自己体
会之后才能明白” 的道理。

姚明最后表态说： “最重要
的一点： 我们支持的是他们去追
求个人的理想目标。”

■体育资讯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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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让午休充满乐趣”

■业余高手

■新闻分析

“华清、 韩旭， 拿好咱们的
装备 ， 准备出发啦……” 午餐
后， 丰台花乡工会服务站年过五
旬的工会专职工作者徐建华稍事
休息， 就招呼科室的同事一起到
花乡文化中心去打羽毛球。

“好嘞———” 邢华清和韩旭
这一对年轻的 “姐妹花”， 异口
同声地回应。 这姐俩， 既是平时
工作中的好搭档， 又是性格相投
的运动健将。

到了场地 ， 韩旭对徐建华
说： “您和华清先玩儿吧， 我先
观战 。” 徐建华就像以往一样 ，
开始跟华清打起了羽毛球。

老徐发球时手一挑， 先给对
方来个 “天外飞打”， 球立刻冲
上了半空， 又俯冲下来。 胖胖的
邢华清一看， 也不示弱， 马上接
住球， 来了个 “牛气冲天”， 球
一跳三尺高， 并以急速向老徐冲
来……银色的羽毛球在空中飞来
飞去， 十几个回合后， 最终落在
了老徐这边儿。

“哇! 厉害！” 一旁的小韩大
叫着为他们喝彩。

“我替您削她”， 一旁的韩旭
上来接过老徐手中的球拍， 和华

清“较量”了起来。 她先后使出两
个 “必杀技”： 一会近一会远的，
华清有点手忙脚乱， 但还是笑呵
呵地说： “我不会输的！” 果然，
姐妹俩球技相当， 你赢一个， 我
赢一个， 还真是不相上下。

这一幕会在无数中午时光
“上演 ”， 徐建华说 ， 因为羽毛
球， 丰台花乡工会服务站的工会
工作者们感情越发融洽， 中午放

松休闲了， 下午工作起来更有干
劲。 相互之间的默契和配合程度
也得到大大提升。

“羽毛球运动， 需要眼、 脑、
手、 脚、 肩、 腰、 胳膊以及腿的
综合协调。 所以， 羽毛球活动是
一个全身心的运动， 可以陶冶情
操， 修身养性。 不过， 打羽毛球
要注意掌握正确的姿势， 长期以
错误的姿势打球， 很容易造成运

动损伤， 因此要选择合适的场地
和运动鞋 ，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
动。 我们每次打之前都会做好热
身活动。” 徐建华告诉记者。

谈起打球的好处， 徐建华很
有感触 ： 打羽毛球非常有益健
康， 还能锻炼自己的眼力、 判断
力， 全身都能锻炼上。

“平时坐办公室， 特别是夏
季炎热， 运动再少一些， 有时就
不禁感到疲惫。 自从打了羽毛球
以后， 几个月下来， 几个同事都
瘦了； 而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
则越来越健康。 此外， 看着自己
的球技越来越好， 身体素质越来
越棒， 感觉真好!”

记者了解到， 羽毛球运动在
丰台花乡有着广泛的基础， 花乡
工会每年都组织各基层单位职工
参加花乡 “翔宇杯” 羽毛球赛，
通过现场为大家服务， 花乡工会
服务站的几位同事也都逐渐爱上
了打羽毛球。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 大家
一起打打球， 既缓解了疲劳， 又
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 真是应了
那句口号 ‘我运动、 我健康、 我
快乐’。” 徐建华感慨地说。

花乡工会工作者徐建华：

恒大巴西外援保利尼奥与西
甲豪门巴萨越走越近， 德甲豪门
拜仁主帅安切洛蒂也向权健主帅
卡纳瓦罗询问出售比利时外援维
特塞尔的可能性。 优秀外援依旧
能够凭借自己出色的发挥吸引国
外俱乐部甚至豪门球队的眼光，
中超联赛能够成为大牌外援重返
五大联赛的跳板令人兴奋， 但作
为本国联赛更应成为本土年轻球
员走向欧美高水平联赛的跳板。

从巴西、 东欧业余球员在甲
A联赛中称王称霸， 到签约过气
球星吸引人气， 再到如今欧美国
脚群星闪耀中超， 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将外援 “养老院” 的名号成
功甩掉。 曾经各队引进外援， 来
到球队试训接受考察是必须流
程， 而今各队引进外援的名头、
实力毋庸置疑， 秘密谈判、 签约
成为大势所趋。

高水平外教带来先进技战术
理念， 高水平外援则通过自身实
力给球队带来一场接一场胜利。
由于中超联赛在知名度和比赛强
度与欧洲五大联赛有较大差距，
超高转会费和超高年薪成为球员
加盟的最重要条件。 随着欧美当
红国脚的加盟， 中超联赛不仅观
赏性提升， 联赛竞争力也大幅提
升， 而恒大、 上港能够成为亚冠
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外援作用功
不可没。

有新人来就会有旧人去， 从
中超出走的外援大都有着不错的
发展。 从苏宁出走的卡尔坦森无
论是在瑞典马尔默， 还是以色列
特拉维夫马卡比 ， 均有不俗发
挥； 离开鲁能加盟土超后， 勒夫
焕发第二春； 保利尼奥、 维特塞
尔相继与巴萨、 拜仁这样的欧洲
豪门球队产生联系， 中超联赛关
注度将再度提升。

目前的中超联赛 ， 不乏佩
莱、 西塞、 特维斯、 瓜林等曾在
欧洲五大联赛中大放异彩的球
员。 获得高额薪金是他们前来的
原因之一， 而作为职业球员， 自
然也希望在中超用好的表现吸引
欧洲俱乐部的目光， 重返欧洲效
力。 本赛季中超推出U23球员出
场及限制外援人数及转会费细则
政策， 中超恐将吸引更多欧美球
队前来购买外籍球员， 这也将成
为中超外援重返欧美效力的一大
良机。

如果保利尼奥和维特塞尔最
终能够与巴萨、 拜仁牵手， 对于
中超联赛来说， 不仅能提升自身
知名度， 也能吸引更多高水平外
援的加盟。 当然， 中超联赛作为
中国足球最高级别联赛， 不能总
为外人做嫁衣， 如果中国的年轻
球员能够凭借在联赛中的出色表
现吸引国外俱乐部及豪门球队的
关注并最终转会， 不仅对于中国
足球职业联赛是推广， 对于中国
足球更是一针强心剂。 （贝贝）

中超不再是
外援养老院

安东尼或投火箭

姚明：支持球员
实现个人理想

本报讯 10日下午 ， 北控男
篮 官 方 宣 布 了 球 队 已 经 签 下
了 在CBA多支球队效力过的亚
洲 外 援 阿 巴 斯 ， 此 前 ， 阿 巴
斯曾经先后效力于上海、 北京、
福建、 山东、 天津、 山西、 同曦
等 7支CBA球队 ， 在他效力的

7个 赛季中 ， 曾经连续6次打入
季后赛。

对于签下阿巴斯， 北控男篮
的老总吕锦清表示： “首先阿巴
斯在CBA打了那么多年， 效力过
7支CBA球队， 他的经验丰富而
且敬业精神非常不错， 对我们球

队是非常好的补充！”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都在报道

马布里即将与北控男篮签约 ，
对此吕锦清表示球队目前的确在
与 马 布 里 团 队 接 洽 ， 但 是 并
没 有 签约 ，“马布里是我们考虑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俱乐部
有俱乐部的想法 ，马布里有他
自己的想法， 而且从合同上面来
说马布里也有着自己的考虑 ！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签约主要看马
布里。”

当被问及看中马布里哪方面
的时候， 吕锦清表示 “马布里的
技术以及经验无可置疑， 而且他
的拼搏精神是目前球队最需要
的。” 有记者问俱乐部是否考虑
过马布里的年龄问题， 对此吕锦
清表示目前还是考虑合同上面的
问题， 其他的问题还不是现在需
要考虑的。 而且他表示目前引援
已经基本结束。

最后他还介绍了新任主教练
丁伟带队的情况， 他表示丁伟带
队状况非常好， 而且很有军人作
风 ， 特别是目前球队的作风强
悍， 体能也非常好， 目前已经看
到了球队在慢慢改变。

（艾文）

何时签下马布里
主要看他自己的态度

北
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