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分析

■段言堂

92∶81，中国男篮红队在世界
杯预选赛中干净利落地击败老对
手韩国队， 从而在本窗口期中两
战全胜。缺兵少将又是客场作战，
红队这场比赛赢得足够硬气。

与韩国队的比赛， 也让更多
人记住了孙铭徽与阿不都沙拉木
的名字， 两人分别得到21分3个
篮板4次助攻和15分7个篮板3次
助攻3次封盖。

如果不是赵继伟和赵睿这对
首发后场组合双双受伤， 孙铭徽
很难获得充足的上场时间， 好在
这位来自浙江广厦的扣篮王把握
住了机会， 他单节得到14分。 阿
不都沙拉木在亚洲杯和全运会上
就展现出不俗状态， 虽然欠缺国
际大赛的参赛经验， 但他在比赛
中毫不怯场， 对上经验丰富的吴
世根、 金钟奎不落下风， 在防守
对方内线低位策应的战术中作用
明显。

以这两人为代表的年轻球员
们， 在比赛中敢于 “亮剑”， 这
是中国队此役最大的收获之一 。
既然年轻， 就要打出年轻人敢打

敢拼的精神风貌， 打出年轻球队
的朝气。 正如李楠所说， 能力可
以通过训练提高， 拼搏的作风是
最难能可贵的。

当然年轻的球队， 不免会暴
露出一些问题。 缺乏默契、 不够
冷静， 对于这些最直观的体现就
是失误统计———两场比赛， 中国

队的失误都超过了10次。 以首场
比赛为例， 中国香港队抓住机会
打成多次快速转换， 迫使李楠不
得不叫暂停。 好在练兵的意义也
在于此 ： 激发更多 “潜力股 ”、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红队的年
轻球员们仍有提高的空间。

（岳川）

■体育资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新华社电 26日 ， 全国大众
乒乓球技术等级段位考核启动仪
式在天津市武清体育中心体育馆
举行。 今后， 乒乓球爱好者可以
通过段位考核获得 “国球” 的段
位身份， 更充分地参与到乒乓球
运动中。

“乒乓球技术等级段位” 分
为初、 中、 高三个等级， 每一级
对应三个段位， 最高为9段， 考
核对象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业余乒
乓球爱好者。 考官将从客观评定
和 技 术 评 定 两 个 方 面 对 考 生
进 行 考量 ， 通过段位考核的考
生将会获得1－9段中相应的段位

资格证书。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活

动指导处处长何红宇表示： “这
为 评 定 百 姓 体 育 锻 炼 和 全 民
健 身 效果提供了一种手段和评
判标准。”

乒乓球段位制创始人、 深圳
大学教授席翼认为， 考级将有助
于乒乓球等各项体育运动的发
展。 首先， “段位制” 赋予了广
大乒乓球爱好者在这个圈子里属
于自己的 “身份”。 其次， “段
位制 ” 能够规范培训市场 。 考
官、 培训师都会有各自的规范体
系和科学化标准。

全国大众乒乓球开启段位考核

本报讯 昨天 ， 国家队公布
了东亚杯集训名单。 名单之中，
郑智、 冯潇霆、 郜林等老将并未
入选， 国家队方面也希望他们能
够好好休息。 另外， 邓涵文、 韦
世豪、 何超、 高准翼、 刘奕鸣、
杨立瑜等年轻球员进入名单， 他
们将跟随国家队参加东亚杯赛。

作为中国队今年最后一项赛
事， 东亚杯将是中日韩国字号之
间的直接对话。 不过由于该比赛
并没有安排在国际比赛日， 所以
海外球员很难征调， 日本、 韩国
方面基本上都会派在国内踢球的
球员， 或者说是二队参加。

经过一年多的比赛之后， 中
国队球员也出现了疲劳状况， 所
以中国队方面也不会征调老将，
比如郑智、 冯潇霆、 郜林、 曾诚

等不需要进一步考察的球员。 其
中郑智还有一些伤病， 正好利用
这个冬歇期好好休息一下。

新人方面， U22国家队的邓
涵文、 韦世豪、 何超、 高准翼、
刘奕鸣和杨立瑜入选， 他们也都
被视为新生代的希望。 另外来自
辽足的石笑天也进入到了国家
队， 恒大球员张文钊也第一次入
选里皮的国家队。 作为恒大的另
外一名球员， 郑龙这次也算是重
新归来。

根据安排， 国家队将于12月
1日在深圳集中， 训练五天后于
12月6日前往日本东京进行东亚
杯比赛的最后备战。

目前东亚杯赛程已经确定，
中国队12月9日对阵韩国、12日对
阵日本、16日对阵朝鲜。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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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吴金金贵贵，，好好样样的的！！
足协杯决赛的快乐属于申花

球迷， 不过土帅吴金贵击败大牌
洋帅博阿斯， 还是让中国足球各
界都倍感欣慰， 毕竟我们已经记
不起上一次本土教练拿全国冠军
是什么时候了。

吴金贵击败博阿斯不是靠运
气， 也不是靠个别球星的个人能
力， 而是吴指导的智慧和全队的
团结。 令人惊讶的是， 作为中超
最大牌的主教练， 博阿斯在两场
决赛中处处受制于吴金贵， 完全
中了吴金贵的 “圈套”， 吴金贵
的确 “计” 高一筹。 一般说来，
这种两回合比赛， 主场会强攻客
场会防守。 但吴金贵却反其道而
行之 ， 主场固守 、 客场加强攻
势。 吴金贵的策略非常成功， 主
场比赛更多是保住金身， 不让对
方拿到客场进球。 上港队的防守
并不稳固， 本赛季已经多次暴露
出这样的弱点。 在主场取得1球
领先的优势下， 申花队客场并不
保守， 虽然控球权依然掌握在上

港队手里， 但申花队的反击显然
比第一回合更加犀利， 因为一旦
取得客场进球， 上港队就得 “加
倍奉还”。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申花队正是依靠客场进球的优势
拿到了冠军奖杯。 吴金贵更像是
一位 “大军师”， 让只会使蛮力
的博阿斯叫苦不迭。 这是一次典
型的 “中国智慧” 式的胜利， 吴
金贵为本土教练正了名。

看看我们的联赛， 本土教练
寥若晨星。 球员可以通过限制外
援得到出场机会， 教练没有这样
的限制 ， 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打
拼 。 必须承认 ， 本土教练在经
验、 能力上与大牌洋帅还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
土教练没有生存的空间， 本土教
练较之洋帅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
更了解中国足球， 了解自己的球
队也了解对手。 还拿吴金贵和博
阿斯做对比， 你可以明显发现，
吴金贵比博阿斯更有针对性。 博
阿斯这样的洋帅更多时候相信自

己的体系 ， 总是 “以我为主 ”，
吴金贵这样的本土教练则更会
“看人下菜碟儿”。 长春亚泰在关
键时刻换上了陈金刚坐镇帅位，
同吴金贵一样， 陈金刚也靠的是
针对性强的部署， 帮助长春队渡
过了危机。 在和洋帅的竞争中，
本土教练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 充分利用长处， 也要弥补不
足 。 本土教练最大的问题是理
念， 眼界有时不太开， 往往执教
时间稍微长一点儿就会陷入到瓶
颈中， 这是土帅最需要向洋帅学
习的地方。

吴金贵、 陈金刚这一代教练
年岁有些大了， 他们也许可以在
帅位再战几年， 中国足球真正令
人忧心的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
练还没有看出谁比较突出。 中国
足球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 里皮
这样的超级巨星级洋帅可以帮助
中国足球取得进步， 但要 “可持
续” 发展， 需要中国足球自己拥
有一支强大的教练队伍。 这么多
大牌洋帅来到中超， 除了帮助中
超球队提高成绩， 在洋帅身边的
土帅们也得 “长点儿心”， 把人
家的本事学到手。 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 我们能在中超赛场上看到
“新陈金刚” “新吴金贵”。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喻星） 近日 ， 由怀柔区
台办、 怀柔区教委、 台湾中华两
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京
台青少年交流营 （冰壶） 活动，
在怀柔区开营， 打响了两岸青少
年以冰雪项目交流为主题共同迎
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第一枪。

首届京台交流营冰壶活动的
一大亮点就是， 由台湾高雄市青
少年冰壶爱好者16人和北京市各
区青少年冰壶爱好者24人， 混合
编队组成10支参赛队。 “参赛队
伍的名字设计， 也是凸显两岸交
流的特色， 比如说黄山队、 长城
队、 阿里山队、 日月潭队等等。”
怀柔区台办相关负责人说， 赛事
活动共计两天半， 地点在怀柔中
体奥冰壶馆， 采用简易赛程。

当天， 开壶仪式后， 10支参
赛队展开了首轮争夺。 来自台湾
的小选手陈念平第一次接触冰
壶 ， 虽说仅经过半天的赛前培

训， 但投壶动作已经有模有样，
“教练教得很好， 冰壶运动非常
好玩， 也很有挑战性， 能和北京
的同学一起玩非常开心”。

台湾高美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校长陈楷翔表示， 这是一次非常
难得的机会。“在热带地区不曾有
过冰上运动的体验， 同学们都非
常开心， 再加上可以跟当地学生
认识互动，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
宽 广 的 视 野 和 难 以 忘 怀 的 记
忆 。 ”台湾中华两岸交流促进
会青年部部长陈文成则表示 ，
希望通过冰雪运动交流 ，让京
台两地的青少年除了学习冰壶运
动技能外， 还能增进两岸青少年
的友谊。

据了解， 近年来， 怀柔区台
办积极推进怀台交流合作， 已促
成怀柔11个社区与台湾10个社区
签订结对交流合作协议并实现互
访 ， 培育市级涉台示范校1所 、
区级涉台示范校3所。

激发“潜力股”是男篮最大收获

国足东亚杯名单公布

“小鬼”当家 老将“轮休”

首首届届京京台台青青少少年年
交交流流营营（（冰冰壶壶））怀怀柔柔举举办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