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天 ， CBA公司公
布了2019-2020赛季CBA季前赛
的分组方案， 其中， 上赛季总冠
军的两支球队， 广东男篮与新疆
男篮同组， 而在休赛期聘马布里
任球队新主帅的北控男篮与首钢
男篮同组。

根据分组安排， 广东男篮、
新 疆 男 篮 、 浙 江 男 篮 与 天 津

男 篮 同组 ； 首钢男篮 、 广厦男
篮 、 江 苏 男 篮 与 北 控 男 篮 同
组 ； 辽宁男篮 、 吉林男篮 、 广
州男篮与同曦男篮同组； 福建男
篮、 山东男篮、 山西男篮与另外
一支待定球队同组； 深圳男篮、
上海男篮、 青岛男篮与四川男篮
同组。

由于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

将于10月18日开幕， 因此八一男
篮将不会参加此次季前赛的比
赛， 而将由一支其他的球队顶替
八一男篮参赛。

此外根据时间安排， 此5组
的比赛时间将被错开进行， 整个
季前赛将从10月9日开始， 10月
19日结束。

（午宗）

■体育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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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冲奥路随着对方发球失误， 中国女
排以三连胜的佳绩获得小组头
名， 同时也第一时间将东京奥运
会门票收入囊中。

比赛结束后， 郎平缓缓从教
练席中站起来， 向现场的观众和
球迷致意。 三天的比赛， 不论是
第一天的遭遇战， 还是最后一天
的生死战 ， 郎平的表情始终平
静， 直到最后一刻确定获得奥运
资格， 年近花甲老人的脸上终于
露出了一丝笑容。

今年， 是郎平走上执教之路
的第30个年头， 也是她作为主教
练以来， 第四次率队获得奥运门
票， 除过三次带领中国女排杀进
奥运会， 她还曾帮美国队拿到了
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东京奥运会：
冲奥用时最短

横向比较郎平的四次冲奥之
路， 东京奥运会的资格战是用时
最短， 对手最少的一次经历。 东
京奥运周期， 国际排联取消了世
界杯与奥运会挂钩的规定， 因此
相较与以往世界杯前三名或者冠
亚军直通奥运会， 今年的北仑资
格战既没有长达十多天的车轮
战， 也少了与欧洲诸强厮杀的激
烈度。

三个对手的实力均在中国女
排之下， 尽管比赛过程也出现一
些波折， 但是对于一切， 郎平似
乎显得胸有成竹。 第一场对阵捷
克的比赛结束之后， 她还带着队
员们观看了德国与土耳其队的比
赛。 当时在看台席上， 她和周围
人有说有笑， 看起来十分轻松。

4日晚与土耳其的比赛结束
之后， 郎平还在主持人的簇拥之
下拿起话筒， 向在座的球迷表示

了感谢， 这与4年前郎平带领中
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门票时的表
现截然不同。

里约奥运会：
流下泪水令人动容

2015年的世界杯距离郎平二
度执教中国女排已经过去了两
年， 彼时青黄不接的中国队在郎
平的调教下逐渐有了起色， 但是
面对塞尔维亚、 美国、 俄罗斯等
世界级劲旅， 中国女排的确难言
胜券在握， 况且当时徐云丽， 惠
若琪和杨方旭三员大将都因伤未
能参赛。

16天11场比赛， 每一天都是

煎熬， 她绞尽脑汁地排兵布阵，
到底派谁上场才能弥补少了部分
主力的残阵。 那个时候的郎平脸
上几乎没有笑容 ， 即便对阵弱
旅， 她也依然坚持站在场边， 不
断提醒队员们应该注意的细节。

那一届世界杯上， 最让观众
动容的一幕无疑是郎平在夺冠后
流下的泪水。 这是中国女排时隔
十二年之后再次捧起世界杯冠军
奖杯， 同时也第一时间踏进了里
约奥运会的大门。

郎平的大半生都与排球打交
道， 即便见惯了大起大落， 尝尽
了酸甜苦辣， 在一场来之不易的
胜利之后， 她依然情难自已， 热
泪盈眶。 球迷们永远无法得知她

为这张里约奥运门票付出多少心
血， 夺冠那晚郎平沙哑的嗓音，
流下的泪水注定成为中国女排冲
奥路上的经典一幕。

亚特兰大奥运会：
带女排走出低谷

那一次并不是郎平首次带领
中国女排踏上奥运之旅， 上世纪
90年代， 长期处于低谷中的中国
女排开始冲击亚特兰大奥运会。
1995年郎平首次执掌国家队帅
印，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以及争取隔年的奥运资格， 郎平
大 胆 启 用 新 人 ， 以 一 支 新 老
结 合 的队伍获得了当届世界杯

铜牌， 并拿到亚特兰大奥运会的
入场券。

北京奥运会：
执教美国奇迹逆转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首次
执教， 还是2013年的 “二进宫”，
郎平这个名字一直都是希望的象
征。 她收获的不仅仅是中国球迷
的尊重和爱戴 ， 大洋彼岸的美
国， 郎平也书写过一段世界排坛
的佳话。

如今基拉里执教的美国女排
是一支世界强队， 但在进入新世
纪以后， 美国队的成绩一度出现
波动， 尤其是雅典奥运会上仅仅
获得了第五名， 郎平的到来对于
美国女排以及排球运动在美国的
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2007年的女排世界杯， 不被
外界看好的美国队在郎平的带领
下逆转了一众强队， 奇迹般地拿
到铜牌， 并登上了直通北京奥运
的班车。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女排开始反弹， 一步步重新
回到世界强队之列。

从某种角度来讲， 郎平也是
美国女排的 “领路人”。 美国女
排现役运动员希尔的父亲就曾表
示， 郎平在美国带火了排球， 正
是因为她们的成绩越来越好， 这
项运动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像郎平这样有着传奇执教经
历的 “金教头 “， 纵观世界排
坛 ， 前无古人 ， 大概也难有来
者 。 她率队参加过的三次奥运
会， 没有一次铩羽而归， 如今拿
到东京奥运的门票， 郎平将带姑
娘们踏上卫冕之旅。

（中新）

本 报 讯 中 国 男 篮 在 征 战
2019篮球世界杯前的最后两场热
身赛已经敲定， 中国队将于8月
23日在广州、 8月25日在武汉两
战巴西国家男篮， 以调整球队出
征世界杯的最佳状态。

根据热身赛程安排， 中国男
篮近期将参加四国赛， 迎战安哥
拉、 波多黎各和克罗地亚三个对
手。 而在四国赛结束后， 中国男
篮征战世界杯的12人名单也将正
式出炉。 这也意味着， 中国男篮
将以征战世界杯的阵容迎来最后
一个热身赛对手巴西男篮， 双方
将交战两次， 两场比赛分别于8
月23日和25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和
湖北省武汉市进行。

巴西男篮现世界排名第12，

队中拥有巴博萨、 瓦莱乔等实力
出众、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
再加上热身赛时间临近世界杯，
巴西队必将尽遣主力上场， 因此
也将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对
手，热身赛锻炼价值含金量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6年里
约奥运会开战之前， 巴西队也是
中国男篮的最后一个热身赛对
手， 当时双方打了两场比赛， 但
中国队分别以52∶91和69∶83惨败
对手。 时隔三年， 中国男篮再次
与巴西男篮交手， 因为是大战之
前最后两场热身赛， 中国男篮将
在热身赛中派上世界杯主力阵
容， 并进一步磨合球队的战术体
系， 以完成大战之前最后的实战
演练。 （西风）

本报讯 日前 ， 澳大利亚游
泳名将霍顿在世锦赛系列风波后
首次接受当地媒体专访。 这段公
开采访视频全长11分钟， 期间霍
顿回忆了不上领奖台的心理过
程， 承认自己开始时会紧张、 尴
尬。 他也谈到不上台领奖的行为
不针对孙杨与中国， 而是针对游
泳管理机构； 对孙杨， 他 “没什
么要说的”。

在上月落幕的光州游泳世锦
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
霍顿拒绝在颁奖仪式环节登上领
奖台， 谈及此事， 霍顿回忆道：
“我犹豫了吗？ 我不太确定。 其
实当时站在那里的时候， 会感到
紧张， 还有一些尴尬。”

“我 (当时) 并不知道该做
什么， 但是突然间， 人们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 然后就开始支持
我， 我想大概是这样吧。 我开始
情绪化， 心里想着这么做是正确
的。” 霍顿说道。 此外， 他还表
示自己的行为并不是针对孙杨和
中国的， 而是在用行动抗议国际
泳联。

“这完全不是我与孙杨的个
人恩怨， 不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
问题， 也不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
家的问题， 这是游泳这项运动的
管理原则问题，” 霍顿的话语背
后， 潜藏着对于游泳管理机构和
秩序的不满。

访谈最后， 记者向他抛出了

孙杨的话题， 在被问及孙杨这个
人怎么样的时候， 霍顿答道 “我
觉得我对他没什么好说的， 我的
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在发布原视频的媒体官方社
交平台上， 除了 “输不起” 的评
价之外， 一些国外网友还向记者
提出建议： “如果霍顿这次赢了
孙 杨 ， 还 会 做 出 拒 绝 登 上 领
奖 台 这样的事情吗 ？ 他们应该
这么问霍顿， 我猜他的答案应该
是否定的。”

此外， 还有网友搬出澳大利
亚游泳选手托马斯·弗雷泽·霍姆
斯此前曾因三次逃避药检而被禁
赛12个月的案例， 质疑霍顿们的
“双标” 态度。 （艾文）

铁榔头执教生涯的

中中国国男男篮篮热热身身赛赛将将两两战战巴巴西西
最终12人随之确定

霍顿世锦赛后首开口：对孙杨无话可说

北京德比提前上演
CBA季前赛分组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