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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联赛第八轮
北京首钢VS上海哔哩哔哩 今日19:35■赛事推荐

■职工体育

□本报记者 于彧

今晚， 北京首钢将回到五棵
松迎战上海队。 在上轮与北京农
商银行队的比赛中， 首钢内线被
兰多夫搅得天翻地覆。 此番面对
拥有上赛季常规赛MVP头衔的
“寂寞大神” 弗雷戴特， 以及投
射能力彪悍的大外援明纳拉斯，
北京首钢又将面对外线 “火力压
制” 的考验。 球队如何突破上海
队的 “高炮阵地” 将成为本场比
赛的最大看点。

上海队本赛季变化较大， 内
援方面在保留了上赛季功臣弗雷
戴特外 ， 引入了大外援明纳拉
斯； 内援方面则在接连交易了刘
晓宇、 鞠鹏、 吴冠希之后， 用前
广东男篮球员董瀚麟补充内线的
不足。 加之张兆旭、 曾文鼎、 蔡
亮等球员的留队， 上海队虽然进
行了不小的人员调整， 除了无可
避免的球队磨合问题， 其基本实
力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在此前

的比赛中也有所体现。 虽然赛季
初上海队三场比赛两负一胜的战
绩无法令球迷满意， 但很快球队
便迎来一波四连胜。 这些球队包
括外援能力突出的北京农商银
行、 山西队， 以及上赛季联赛总
冠军新疆队， 应该说含金量还是
很高的。

上海队是一支非常依赖外援
的球队， 其明星球员弗雷戴特和
新晋大外援明纳拉斯是主要得分
点， 二人是全联盟唯一能场均砍
下70+的双外援组合。 这两位外
援的技术特点也都很鲜明———三
分球命中率奇高， 弗雷戴特是当
前联赛的 “三分王”， 场均能拿
下6.9个三分球 。 而大外援明纳
拉斯场均也有4.9个三分球进账，
命中率更是高达56%， 由于具有
身高优势， 明纳拉斯可以拉到3
分线一米之外的距离投篮， 针对
他的防守难度会比较大。

应该说上海队和北京首钢非
常相像， 都是主要依靠外线射手
得分的球队， 而在内线方面能力
都不太强。 所以上海方面也针对
内线短板进行了重点的部署， 依
靠 球 员 们 的 积 极 拼 抢 去 夺 得
篮 板 球 。 在上场对阵新疆队的
比赛中， 上海队把新疆队的得分
压在了104分， 要知道在前六轮
比赛中， 除了与广东队的比赛新
疆队被成功压制之外， 其他五场
比赛新疆队的场均得分是恐怖的
118.4分。

依靠全队整体防守和明星球
员抢分是本赛季上海队的主要打
法， 不过上海队的大外援在内线
能力方面并不强悍， 这就给了北
京队争抢篮板组织二次进攻增加
了机会。 今晚的凯迪拉克中心将
下起 “三分雨”， 加强对重点球
员的盯防和篮板球的争抢是北京
首钢想要全身而退的破题之道。

补时5分钟 ， 主裁多给了 5
秒， 但无济于事。 北京时间14日
凌晨的梅阿查球场， 意大利足球
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 年轻的
意大利球员们跪地哭泣， 39岁传
奇门神布冯强忍悲伤， 全世界意
迷都哭红了眼。

面对摄像机， 无缘第六次征
战世界杯的布冯数次揉搓着眼
眶， 标志性的胡须已露出花白斑
点： “很遗憾！ 我最后一场代表
意大利国家队出战的正式比赛，
没能取得好的结果。”

作为意大利足球史上最功勋
卓著的门将， 布冯从1998年法国
世界杯起， 为蓝衣军团效力了5
届世界杯， 是足球史上仅有的3
人之一。 本来， 他有希望在40岁
时第六次披挂上阵， 创造前无古
人的纪录。

与布冯一起， 意大利足球也
是自1958年瑞典世界杯后， 首次
被拦在世界杯大门之外。 80余年
的世界杯历史长河， 蓝衣军团六
度杀入决赛、 四次捧杯， 战绩仅
次于巴西桑巴与德国战车。

意大利足球的缺席， 无疑是
俄罗斯世界杯的一大损失。 终场
哨响的一刻， 足坛名宿范·德萨
更新了社交媒体： 这是防守足球
的终结。 国际足联官网则如此评
价： 是的， 范·德萨见识过最好
的防守足球。

意大利足球的价值， 远不止
缔造过一代代球星球王。 几十年
来， 意大利足球独树一帜地秉承
防守足球的大旗 ， 完美演绎着
“链式防守” 的体系， 将防守打
造得优雅而艺术， 绝非简单粗暴
的破坏性足球。

只可惜， 意甲联赛衰落、 意
大利足球人才断档， 布冯、 德罗
西、 巴尔扎利等老将勉力支撑，
从2016欧洲杯熬到了2018年世界
杯附加赛， 意大利国家队的失败
终于到来。

面对瑞典强悍的防线， 意大
利人180分钟1球没进 。 相比法
国、 德国、 英格兰等传统强队，
意大利新一代球员的实力略逊。
生死关口， 球员在混战中一次次
奋力起跳争顶， 如陷入泥潭后搏
命的挣扎， 全然放下了意大利足

球血脉中的优雅， 却无济于事。
以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丈量足

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布冯、 德
罗西们已经告别。 对球迷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告别 ？ 出局夜
里， 意大利球迷哀叹： “世界杯
还没开幕， 但属于我的世界杯已
经结束。”

尤其是中国球迷， 意大利足
球的特殊地位， 与一代人的青春
同船共渡。 1978年， 中国人第一
次通过电视收看到世界杯的比
赛。 1982年， 中央电视台首次对

世界杯进行了直播， 保罗·罗西
带领意大利队夺冠。

1990年 “意大利之夏 ”， 本
纳托和南尼尼迎着阳光歌唱的画
面， 和经典的旋律一起， 至今停
留在老球迷的脑海 。 之后 1994
年， “忧郁的王子” 罗伯特·巴
乔射丢点球的背影， 挤出多少球
迷的眼泪。 而最先在央视播出的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又成为不
知多少中国球迷的足球启蒙课。

12年后 ， 陪伴巴雷西 、 罗
西 、 巴乔认识足球的意大利球
迷， 终于目睹托蒂、 皮耶罗、 卡
纳瓦罗们用最意大利式的足球捧
起2006年世界杯———那是意大利
球迷最幸福的时光。

又一个12年， 当年意气风发
的布冯、 德罗西们黯然离场， 甚
至没人知道， 一届没有意大利足
球的世界杯会是什么样。 而皮尔
洛 、 布冯们刚刚或即将选择退
役， 最后一名与自己青春相伴的
意大利球星， 也已挥手再见。

(中新）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丰台
区教育系统第二十届“园丁杯”乒
乓球比赛近日在北京十八中举行
决赛，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北京十
中一队、 东铁营一小分别夺得男
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第一，个人奖
项也全部决出。 与前些年相比，
今年获奖学校覆盖面扩展明显，
一半以上参赛学校都有所斩获。

本届比赛吸引了丰台区42个
教育单位派出44支代表队， 共计
235名教职工参加。 除了男女团
体项目外， 赛事还包括男女甲组
（男子组50岁以下， 女子组45岁
以下）、 男女乙组 （男子组50岁
（含 ） 以上 ， 女子组45岁 （含 ）
以上） 以及党政工组。 预赛和半
决赛采取三局两胜制， 决赛为五
局三胜制； 20多名裁判以一级为
主 ， 还有部分国家级和二级裁
判， 执法水平很高。

年近八十高龄的总裁判长张
保安思维敏捷， 连续20年参与本
项赛事的组织和裁判工作， 对于
比赛的变化他最清楚，“乒乓球比

赛一直是丰台区教育系统的传统
项目， 基于基层教职工对这个活
动的热爱和党政工领导的大力支
持，赛事坚持了20年长盛不衰。”

提到比赛近几年的变化， 他
脱口而出， “那就是获奖选手的
覆盖面变宽了。” 前些年 “园丁
杯” 比赛总是几所传统优势校占
据前三名 ， 其他学校多为 “陪
跑”。 随着各单位对职工体育运
动活动的日益重视， 坚持锻炼的
人多了， 技术水平上来了， 过去
一些不参加活动的学校这两年也
开始派人参赛了， 本届比赛一半
以上参赛校都拿到了不同组别的
名次。

云岗中学教职工秦君今年58
岁， 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 连续
参加了20年的 “园丁杯” 比赛，
最好成绩是乙组第二名， 今年追
平了该名次 。 他每天早起去打
球， 工作日打半小时去上班， 放
假就打上两三个小时， 周末还要
去社区打球。 锻炼多年， 他的医
保卡几乎没用过， 身体非常好。

今晚北京首钢
冲击“高炮阵地”

丰台“园丁杯”延续20年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由海淀区总工会主办的第二
十九届海淀区职工 “长春杯” 越
野赛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南广场隆
重举行 。 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
5000多名职工参加了本次越野
赛。 “长春杯” 越野赛分为全民
健身组和竞赛组， 已连续举办29

届， 今年的比赛规模更大、 参加
职工人数更多。

经过激烈角逐， 海淀区教育
工会力挫群雄， 夺得本次比赛竞
赛 组 的 团 体 冠 军 ， 东 升 镇 总
工 会 获得竞赛组团体亚军 ， 羊
坊店总工会、 四季青镇总工会获
得季军。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金翠） 为更好地营造学习宣
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的 良
好 氛 围 ， 近 日 ， 北 京 住 总 京
宝公司在宝坻潮白河湿地公园以
“永不懈怠， 实干新征程； 一往

无前，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 举
行 宝 坻 参 建 项 目 首 届 金 秋 健
走 活 动 。 当天 ， 京宝公司全体
员工组成45支代表队 ， 共计约
300人参与了近10公里的健步走
活动。

海淀职工“长春杯”越野赛开跑

住总宝坻职工金秋走起来

拓宽获奖覆盖面成赛事长盛不衰妙方

告别！ 一代人的青春转身
意大利足球 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