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新华社电 金州勇士队当地
时间5日宣布， 当家球星库里将
因伤缺席下场对阵夏洛特黄蜂队
的比赛， 至于何时回归赛场， 尚
未确定。

库里在勇士逆转战胜新奥尔
良鹈鹕队的比赛中扭伤了右脚
踝， 拄着拐杖离开球场。 随后立
即进行了X光检查。

勇士5日发表声明宣布， 经
进一步核磁共振检查， 库里被确
诊为右脚踝扭伤， “核磁检查显

示脚踝固定， 结构完整”， 并表
示 库 里 将 在 两 周 内 再 次 接 受
检查。

库里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时自己在比赛中对抗黄蜂后卫
摩尔， 状态极为兴奋。

“我想要进行偷袭， 可是当
我经过摩尔时 ， 被他的鞋子绊
到， 然后就失去控制了。” 库里
说， “显然我的脚踝受伤了， 但
是我想要回到场上， 所以会尽早
开始恢复过程。”

■体育资讯

新华社电 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5日在此间决定， 禁止俄罗斯
代表团参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平
昌冬奥会， 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
员以 “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
动 员 （ Olympic Athlete from
Russia）” 名义参加个人或集体项
目， 任何仪式不会出现俄罗斯国
旗和国歌。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讨
论， 接受了由瑞士原联邦主席施
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做出的
《施密德报告》， 该报告证实俄罗
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存在系统性
操纵反兴奋剂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 ，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 暂停俄
罗斯奥委会的资格， 决定即刻生
效。 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参加
平昌冬奥会， 无论参加个人或集
体项目的运动员将被冠以 “来自

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的称
谓。 他们身穿带有这一名字的比
赛服参赛， 仪式上升奥林匹克会
旗， 奏奥林匹克会歌。

此外， 不允许俄罗斯体育部
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 曾任俄罗
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副部长纳
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
取消索契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
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中的职务。 暂停俄罗斯奥
委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
委员职务。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 保留对
牵涉其中的相关人员继续采取措
施的权利。

据了解， 受邀参加平昌冬奥
会的运动员的资格将由一个委员
会决定， 运动员必须经过各自项
目的选拔达到参赛标准， 且不存
在违背反兴奋剂条例的情况。

本报讯 昨天，北京首钢女乒
迎来了自己新赛季在主场首钢篮
球中心的首战，对手是四川队。与
之前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今年坐
在北京队场外的主教练换成了郭
焱，她旁边的则是老帅任国强。

“北京女乒历来就很团结 ，
教练员各司其职， 运动员也是尽
职尽责。” 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
候， 郭焱表示在队伍管理方面自
己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比如制
度制定就是我当教练比较欠缺的
地方。 在新的赛季， 自己这方面
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目前北京
首钢女乒阵中除了奥运会冠军丁
宁之外， 还有盛丹丹、 李佳原等
随队征战了前几个赛季比赛的队
员， 以及新近入队的赵琳， 整体
而言属于以老带新、 新人为主的
一个态势。 “虽然队里面有丁宁
这样一个领军人物， 但大多数队
员都比较年轻， 她们需要通过比
赛来积累经验， 也会付出一些代
价才能更快地成长。”

与主帅意见一致， 丁宁也希
望自己的小师妹们能够尽快成熟
起来， 同时她透露自己腰伤已经
基本恢复， 目前没有太大问题，
“全运会以后队员进入到调整的
阶段，训练上也不够系统，所以希
望通过联赛把状态恢复到正轨上
来。”丁宁坦言明年世界杯、世乒
赛将接踵而至，“大赛任务很重，
现在开始就需要积蓄力量， 同时
合理安排赛程， 避免伤病。”

北京女乒是一支具有光荣传
统和悠久历史的优秀球队， 曾培
养出奥运冠军张怡宁、 丁宁等世
界最优秀的女乒运动员， 也曾经
多次夺得乒超联赛的冠军 。 自
2014年成立北京首钢乒乓球俱乐
部之后， 首钢篮球中心就成为了
北京女乒的主场大本营。 今年乒
超联赛的赛制有所变化， 将不设
季后赛的争夺， 女乒十支队伍进
行18场主客场比赛后根据积分确
定排名， 首钢乒乓球俱乐部将承
办9个主场的比赛。 （ 郭健）

本报讯 昨天 ， 中国足
球队官方宣布李铁不再担
任国家队领队兼助理教练
的工作。

结束了在深圳五天的集训
后， 昨天中午， 中国男足集体兵
发日本， 正式出征2017年东亚杯
的比赛。 在深圳集训期间， 中国
男足国家队还拍摄了出征的全家
福。 细心的球迷会发现， 本次全
家福照片中已经没有了李铁的身
影。 由于工作变动， 从本期集训
开始， 李铁不再担任国家队领队
兼助理教练的工作。

中国足球队官方昨日也发文
回顾了李铁在国家队的教练生
涯， 感谢其为国足付出的努力与
协助， 并祝福李铁在新的工作岗
位一帆风顺， 继续为中国足球做
出贡献。

新赛季， 李铁将担任武汉卓
尔俱乐部的主教练， 同时兼任总
经理， 目标不必多说， 肯定是全
力带球队冲超， 虽然离开了国家
队， 但他身上的担子依旧不轻。

本周末， 东亚杯比赛将在日
本打响。 中国男足此次由于伤病
问题， 没有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不过， 国足的对手同样也因为海
外球员没有归队未出强阵 ， 日
本、 韩国充其量算是二队， 朝鲜
队也有数名海外名将缺阵。

韩国队和日本队都是以本土
球员为主出战， 这使得东亚杯看
上去更像是中超和J联赛、 K联赛
之间的较量。 韩国队世界杯惊险
出线， 拿掉了德国籍主帅施蒂利
克之后， 本土教练申台龙挽救了
球队。 申台龙上任后， 韩国队改
打442， 这次东亚杯即便旅欧球
员缺席， 申台龙估计也不会在战
术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韩国队
这次招入了一些老队员， 表面上
看是练兵， 实际上也是申台龙在
为 明 年 的 世 界 杯 寻 找 替 补 球
员 。 日本队的情况与韩国队类
似 ， 23名球员全部来自 J联赛 ，
而且由于亚冠冠军浦和红宝石要
打世俱杯， 日本队没有招入任何
一名浦和红宝石的球员， 鹿岛鹿
角和大阪钢巴 更 有 6名 球 员 入
围 。 中国队已经18年没有击败
日本队了， 这次日本队看上去牌
面一般， 也许是中国队改写历史
的好机会。

韩国队和日本队的球员， 中
国队可以通过亚冠以及日韩国内
联赛的比赛进行了解， 很多球员

都是中国国脚的老对手了， 在亚
洲俱乐部赛事中经常碰面。 与韩
日两队相比， 朝鲜队则是不折不
扣的神秘之师。 朝鲜队最大的看
点是主帅、 挪威人安德森， 安德
森也是朝鲜足球历史上首位国家
队的外籍主教练。 朝鲜队最大牌
的球员、 目前效力于佩鲁贾的韩

光宋， 这次也由于 “档期” 问题
没能参赛， 球迷们熟知的郑大世
已经淡出国家队很久， 朝鲜队最
有名的球员是效力于瑞士联赛的
郑日冠。 在参赛四支球队中， 朝
鲜队最为年轻， 相信他们的冲击
力， 会给中日韩三国国家队构成
很大的威胁。

■段言堂

北农商队刚刚回暖的态势 ，
被深圳队立马泼了一盆冷水， 北
农商队的积分排名依然游离在季
后赛区域之外， 球队必须要抓紧
了 ， 赛季已近中段 ， 此时不抢
分， 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

前面两场比赛面对东北两
强， 北农商队打得不错， 很大程
度上是本土球员发挥了作用， 成
为了外援的好帮手 。 而这场比
赛， 本土球员集体哑火， 无论是
杨敬敏还是许梦君， 都没有打出
自己的水平。 深圳队则把本队的
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深圳队在内
线有李慕豪、 沈梓捷这样的大个
子， 并充分利用高中锋， 给外线
的球员制造机会， 本场比赛萨林
杰、 顾全等人都刷到了不错的数
据 。 北农商队在和对手的对抗
中，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内线没
有优势， 跑动也不如深圳队， 感
觉在防守端处处受制。

进攻端北农商队一度打得很
开， 特别是球队 “大腿” 兰多夫
这场比赛持续高光表现， 兰多夫
一共砍下了42分。 “白魔兽” 本
赛季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在辽宁队
的最佳状态， 不但在内线 “得吃
得喝 ”， 在外线也能频频发威 ，
兰多夫的三分球没有太多 “废
话”， 往往是一撤步就投了 ， 命
中率还真是很高。 在其他人都不
在状态的情况下， 北农商队能够
跟深圳队咬到最后， 很大程度靠
的就是兰多夫的个人能力 。 不
过， 在最后一节， 兰多夫被放到
了板凳上。 兰多夫投得那么爽，
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在关键时刻发
挥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北农商队
在组织后卫位置上的薄弱， 如果
拿下马布里， 北农商队的整体推
进就会出现问题， 于澍龙等人从
目前来看， 还很难取代马布里的
位置， 北农商队至今还没有给马

布里找到一个好的帮手。
北农商队的优势在于三外

援， 阿巴斯虽然不是一个欧美外
援， 但他的实力却不逊色于CBA
同位置的任何球员，当阿巴斯、马
布里、兰多夫形成合力的时候，北
农商队的攻击力非常强大。但是，
如果在第二节、 第三节搞不定比
赛的情况下， 第四节保留哪个外
援与阿巴斯搭档就成了问题，这
需要北农商队教练组对此有更多
的思考。不同的对手，应该有不同
的应对。 再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本
土球员问题， 三外援球队有过四
川队这样的奇迹， 但更多还是在
联盟中 “跑龙套”， 四川队当年
的成功除了外援确实牛， 也是因
为他们当时有着一批实力不俗的
本土球员。 北农商队要想打进季
后赛， 除了外援要发挥， 本土球
员也需要有更稳定的表现， 不能
总是这样好一场坏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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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杯： 国足对手未出强阵

国足宣布
李铁卸任

俄罗斯代表团无缘平昌冬奥会
“干净” 运动员可被邀请参赛

郭焱挂帅北京首钢女乒

库里脚踝扭伤 复出时日待定

丁宁腰伤恢复为大赛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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