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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新一
轮窗口期的比赛将于春节后展
开。 刚刚赴美学习归来的中国男
篮主教练李楠表示， 世预赛会以
锻炼、 考察年轻球员为主。 与此
同时他希望周琦能够多打比赛，
为世界杯保持好状态。

即将于2月下旬陆续展开的
是本届男篮世预赛第6个窗口期
的比赛， 中国队将先后面对约旦
与叙利亚。 本轮窗口期结束后，
参 加 世 界 杯 的 32支 球 队 将 全
部产生。

作为今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
主 ， 中国队已自动获得直通名
额， 这也为锻炼队伍提供了客观
条件。 上一轮窗口期， 李楠率合
并后的新男篮首度亮相， 在主场
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两场比赛
中， 队内多名年轻球员的表现令
人印象深刻。 李楠表示， 即将到
来的窗口期比赛将延续这一思
路， 以考察、 锻炼新人为主。

“此前没有参加过世预赛的
年轻球员， 这回会给他们更多机
会。 此外由于上次是队伍合并后
的第一个窗口期， 当时没打的球
员， 这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李楠透露， 上述两类球员将

成为教练组这两场比赛重点考察
的对象， 队伍整体还是会以锻炼
新人为主， 同时也希望让老队员
能有一些休息与调整， “因为现
在我们还有时间， 我也需要通过
窗口期的比赛考察我不太熟悉的
球员， 为世界杯前的夏季集训做
准备。”

如李楠所说， 作为中国男篮
在东京奥运周期内的重要比赛任
务， 在家门口打好世界杯是队伍
今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
他本月初曾赴美“充电”，向肯塔
基大学、 冈萨加大学等NCAA强
队取经，并与主教练、队员、助理
教练、体能训练师、营养师等都进
行了深入沟通， 在从日常训练到
后勤保障的各个环节上均有收
获。 李楠希望通过学习能够帮助
中国男篮更好地备战世界杯。

对于夏季集训， 李楠有意压
缩参训球员数量， 届时范围不会
太大。 “我们会把主要的精力放
在备战上， 因此不会像以往集训
时选20多个人， 人数肯定会在20
以下 ， 具体数字还要视情况而
定。 教练团队也会有补充， 我们
希望通过调整能让球队处于正确
的道路上。”

李楠同时表示， 如果客观条
件合适， 他会在接下来的窗口期
中邀周琦参赛。 在离开休斯敦火
箭队后， 周琦曾短暂返回国内，
但目前他已返美进行训练。 由于
未在赛季开始前完成预注册， 周
琦无法在本赛季重返CBA赛场。

在两支国家集训队并行期
间， 周琦就属于李楠所执教的红
队， 他不仅在中国男篮时隔8年
重夺亚运会冠军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对于合并后这支国家
队的意义也不言而喻。

如若未来半年无球可打， 那
将对周琦的状态保持有较大影
响， 也可能会影响中国队在世界
杯中的成绩。 李楠透露曾就此事
与周琦有过交流， 近几日也一直
在保持沟通， 后者目前暂时以保
持训练为主。

“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 目
前还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具体计
划， 我是希望他能够多打一些比
赛。” 李楠如是说。

谈及最终的世界杯 12人名
单 ， 李楠强调将视球员状态而
定。 但在此之上， 为国家队出战
的意愿和欲望是教练组选人最重
要的一点考量。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态度积
极、 端正的球员， 有意愿为中国
篮球去做贡献， 愿意为国家队利
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最终名单上
的12个人， 或许各个位置上单拿
出来不一定是最强的， 但我希望
我们是最团结、 最自信、 最有凝
聚力、 最能去拼的球队。”

今年的世界杯上， 将有7支
参赛队伍可以获得直接晋级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中国队的
目标非常明确———争取最好成
绩， 在家门口获得明年奥运会的
入场券。 李楠说， 全队上下会为
此竭尽全力。 （中新）

中国男篮主帅李楠：

世预赛考察年轻人
希望周琦多打比赛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日， 密云区直机关工会联合
会开展的 “迎新春棋牌赛” 活
动 ， 在 密 云 区 总 工 会 工 人
俱 乐 部拉开序幕 。 来自密云
区直机关系统 23家基层工会
组 织 的 100余名职工齐聚一
堂， 通过参与棋牌趣味比赛，
喜迎新春。

据了解 ， “迎新春棋牌
赛” 活动是密云区直机关工会
联合会的一项传统趣味活动。
每年春节前， 密云区直机关工
会都会组织职工开展跳棋 、
象棋、 纸牌双升比赛等活动，
一方面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 另一方面 积 极 营 造
迎新春的喜庆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开始

前， 密云区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还组织现场职工参与北京市温
暖基金会专项基金 “一元捐”
“十元捐” 活动。 该活动是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拓展募资渠
道 、 提升专项基金社会影响
力， 推动职工形成日常公益生
活方式的重要举措。 参与募捐
的密云区直机关工会联合会
职 工 还 将以此为契机 ， 返回
工作岗位 ， 宣传工会服务项
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享受基
金救助。

昨天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官
方宣布签下了韩国中卫金玟哉，
现在离超级杯及亚冠开始还有1
个月的左右的时间， 国安队已经
完成了球队外援的“配备”工作。

在国安队去年取得亚冠资格
后， 关于球队第四外援是否选择
亚外有过争论。 有种意见认为，
国安队不应该选择亚外， 应该把
名额留给一个有实力的欧美前
锋， 这样巴坎布可以有能和他水
平相近的球员轮换。 最终国安队
还是选择了亚洲球员作为第四外
援 ， 这 也 反 映 出 俱 乐 部 的 决
心———亚冠不是走过场。 如果国
安队选择非亚外作为第四外援 ，
意味着国安队只能以3名外援征
战亚冠， 这对于球队在亚冠中的
竞争力非常不利。 很显然， 中赫
国安俱乐部希望在亚冠赛场也能
走得更远。

好的亚外也可以丰富球队的
打法， 成为球队的骨干力量。 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中超冠军上
海上港队， 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
中场大将艾哈迈多夫无论在亚冠
还是联赛，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艾哈迈多夫在中场的平衡
能力， 让上港队的教练组很多时
候都不忍放弃他， 而会让巴西人
埃尔克森去看台 “看球”。 金玟
哉能否起到艾哈迈多夫那般作
用？ 首先必须肯定金玟哉是个好
球员， 去年的亚洲杯、 今年的亚
运会我们都看到了他的表现。 国
安队去年丢球很多， 不客气地讲
防线可说是漏洞百出， 球队也需
要一位 “镇得住” 的中卫改善防
守。 金玟哉的对抗能力在中超中
卫中应该算是翘楚， 一旦面对胡
尔克 、 佩莱这样的超级外援中
锋， 国安队终于可以拿出与对手
对抗的中卫了。

有人可能认为金玟哉只能在
亚冠上场， 国安队前场的三名外
援很难被拆散。 这就需要国安队

在对金玟哉的使用上有 “配套”
的安排。 外援名额已满， 内援就
需要补强， 特别是锋线。 国安队
去年的主打阵型是4312， 需要两
个顶在前面的箭头人物。 通常情
况下会是巴坎布+一名国产前
锋， 去年韦世豪、 巴顿、 于大宝
甚至张稀哲都承担过 “二前锋”
的角色。 不管巴坎布是不是首发
出场， 国安队在国产前锋方面肯
定需要加强， 要引进与其他本土
前锋类型有一定差异的队员。 在
外援的使用上， 奥古斯托、 比埃
拉看上去很难 “拿下来”， 他们
是决定国安队风格的 “灵魂 ”，
他们的存在让国安队可以在大部
分比赛中牢牢控制住中场并创造
大量得分机会。 如果说可以做出
一些调整， 那也就是巴坎布这个
位置了。 倘若国安队面对外援中
锋 特 别 强 硬 的 对 手 ， 权 衡 利
弊 后 需要金玟哉上去盯防 “硬
骨头”， 比较好的办法是组成一

个相对有实力的国产锋线， 暂时
拿下巴坎布。

国产前锋再好， 其能力也确
实是弱于外援， 亚冠不存在4个
外援撤下谁的问题， 但联赛肯定
要做这道 “选择题”。 在 “洋枪”
盛行的中超， 组成本土锋线是个
冒险， 但也绝非没有机会。 要知
道去年的最佳射手就是本土球星
武磊， 肖智、 董学升等本土中锋
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本土锋
线最重要的是默契以及最大化球
员的特点， 这就需要国安队尽早
敲定人选， 并在联赛开始前这两
个月抓紧磨合。 现有人员中， 于
大宝已经在亚洲杯上证明了自己
是个合格的前锋。 关于韦世豪出
现了一些转会传闻， 国安队应该
多给韦世豪信任。 在中国95后的
球员中， 韦世豪是天赋最好的之
一， 应该给他一定的耐心让他成
长， 球队应该奔着把韦世豪培养
成第二个武磊这个方向努力。

好亚外也可以丰富球队打法

昨天 ， 延庆区爱好冰雪运动的学生在新开放的室内冰场炫
舞秀滑技， 尽情地享受着冰雪冰上运动的刺激。 此次活动也标志着
延庆区首家室内冰场正式对外开放。 该冰场作为延庆区中小学生冰雪
培训基地， 冰面1800平方米、 四季可用， 是集速度滑冰、 花样滑冰、
冰球为一体的综合训练馆， 可用于专业比赛、 日常训练， 同时也对市
民开放。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延庆学生冰场秀滑技

密云职工赛棋牌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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