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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记者
李博闻）NBA总裁亚当·萧华日前表
示，他正在考虑打破目前东西部各8
支球队进入季后赛的模式，转而选择
联盟战绩最好的16支球队打季后赛。

“最终的目的是，我们想在季后赛
看到最好的16支球队。”萧华说，“目
前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平衡和不公平。”

一直以来西部球队在战绩上对于
东部球队有优势，特别是本赛季，目前
联盟战绩最好的16支球队里西部占
了10支。

萧华表示，他将跟联盟竞赛委员

会对此进行讨论，考虑让常规赛6个
分区的冠军直接进入季后赛，剩下的
季后赛10个名额则打破东西部界限，
依据全联盟各队战绩依次排序选入。

如果萧华的这一设想现在执行，
那么目前东部排名第七和第八的黄蜂
（22胜27负）和热火（21胜28负）将被
西部的鹈鹕（26胜23负）和雷鸣（25胜
24负）取代。

“我不认为这将仅限于讨论层面。”
谈到可能的大变革，萧华说，“正如我所
说，我上任的第一年会研究一些东西，
第二年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新华社华盛顿2月5日电（记者
李博闻）2015NBA全明星周末三分
球大赛8人最终参赛名单5日公布，
勇士队“水花兄弟”库里和汤普森、火
箭队哈登以及骑士队欧文都将参加，
可谓群星云集。

除了勇士队的超级射手库里和汤
普森外，刚刚和队友一起当选东部月
最佳的老鹰队射手科沃尔也将参赛。
此外，三分球大赛卫冕冠军、马刺队的
贝利内里、火箭队的当家球星哈登、快
船射手雷迪克、开拓者的马修斯以及
骑士球星欧文将一起在三分球大赛中
展开激烈角逐。

受伤病影响，本赛季贝利内里只
打了 30 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
38.2％也是8名参赛选手中最低的。
库里则刚刚在勇士击败小牛的比赛
中独轰10记三分、狂砍51分，他也是
NBA历史上投进1000记三分球最
年轻的球员。汤普森本赛季创造了
单节37分的NBA历史单节得分纪
录，他 44.6％的三分命中率在 8名
选手中仅次于老鹰队的科沃尔
（53.2％）。

全明星周末三分大赛将于2月
14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展开，2月15日
将举行全明星正赛。

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在
6日进行的NBA常规赛东部第一
老鹰队与西部第一勇士队的较量
中，老鹰队凭借下半场的凌厉攻势，
以124：116击败勇士获得两连胜。

两支球队本赛季都进步神速，
在决定谁才是联盟老大的比赛中，
两队从一开始就频频在外线开火。
首节两队各命中3记三分球，勇士
以25：21取得领先。不过第二节双
方都有些哑火，老鹰趁乱在半场结
束时将比分追至52：52平。

在领先4分进入第四节后，老
鹰队的斯科特和科沃尔继续在三分
线外发挥威力，相继命中三分将优
势扩大。勇士虽然奋起直追，但老
鹰不为所动最终获得了胜利。全场

比赛老鹰三分球27投15中，罚球
37罚33中。

在另外一场焦点之战中，虽然
骑士队的詹姆斯和欧文再度联手拿
下54分，但步行者队凭借着第四节
的一波12：2的攻击波仍然以103：
99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骑士在本
场比赛之前已经获得了12连胜，距
离球队历史上最长的13连胜只有
一步之遥，但现在他们只能重新开
始了。

步行者队在前三节一直处于落
后，直到第四节开始之后才以84：
83第一次取得领先。此后，希尔在
关键时刻数次出手，最后凭借着两
记罚球彻底将骑士队斩落马下。

在6日进行的其他比赛中，鹈

鹕队的安东尼·戴维斯和雷鸣队的
威斯布鲁克上演飙分大战。结果戴
维斯拿下 41 分，带领鹈鹕队以
116：113绝杀对手。威斯布鲁克虽
然拿下职业生涯最高的48分11个
助攻和9个篮板，但仍然无济于事。

此外，尼克斯在主场以88：92
不敌篮网，魔术103：97击败湖人，
猛龙123：107战胜了快船。

邓肯拿下本赛季的第 24 个
“两双”，帮助马刺以98：85击败热
火。凯尔特人107：96客场战胜76
人。活塞同样在客场取胜，他们以
98：88 拿下掘金。火箭 117：111
战胜雄鹿，太阳以100：93力克爵
士，森林狼在客场以90：89一分险
胜灰熊。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3届广东
省五人足球甲级联赛近日结束。海南天
龙队在跨省参赛的情况下，以2：3惜负
上届冠军南侨实业队，屈居亚军。在跨
省参赛的情况下，海南天龙队获得参加
今年粤超联赛的参赛资格，这在广东和
海南足球史上还是头一回。

决赛双方在小组赛中曾遭遇，当时
海南天龙5：6惜败。决赛中，南侨实业

率先破门，海南天龙在上半场结束前扳
平比分。易边后，海南天龙打得越来越
好，再进一球反超比分。此后，南侨实业
全线压上，疯狂的进攻让海南天龙顾此
失彼，最终以2：3饮恨。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海南天龙队以
5：2力克珠海永健队，进入了4强创造
了历史性的佳绩，这在广东和海南足球
史上是头一回。其他进入4强的队伍是

南侨实业、广州越景和太平洋清远。
粤甲五人制足球联赛2014年11月

29日开踢，海南队的18名参赛队员均是
我省五人制足球、十一人制足球的高水平
运动员，他们在海南省超级联赛中表现优
异。海南天龙足球俱乐部为了参加本次
比赛，耗资不少。队员坐飞机到广州比
赛，比赛一结束又马上坐飞机返回海口。
虽然旅途劳累，但队员们都表示：“能够参

加粤甲五人制足球联赛，这对我们的水平
提高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可以与对手切
磋，把海南足球的名声打出去。”

参加粤甲联赛的16支球队除了海
南天龙队外，其余15支球队来自广东的
10个城市，每周日在广州进行一轮比
赛，冠亚军将升级参加明年的粤超联
赛。比赛分两个组，每组8个队，小组采
用单循环赛制，每个小组的前 4名出

线。海南队分在“死亡之组”，在首场比
赛中海南队1：5不敌上届第4名广州越
景队。在次轮比赛中，海南队及时调整
战术，以9：0战胜了上届季军肇庆立讯
青年队。在第3轮的比赛中，海南队5：
6惜败上届冠军南侨实业队。在第4轮
较量中，海南队以 4：1轻取新安明珠
队。最终，海南队获得了小组第4名，进
入了8强。

海南天龙足球队夺粤甲亚军
获得参加粤超赛资格

NBA酝酿季后赛大变革
取消东西部界限

全明星三分球大赛名单公布
勇士“水花兄弟”领衔

本报海口 2月 7日讯 （记者张
杰）“奥瀚投资杯”海南新闻界7人制
迎春足球邀请赛今天在海口开踢，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队、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队、海口广播电视台队和特区报人
民网联队参加。这是近些年海南的老
编老记第一次举行足球赛。

经过两场对决，海南电视台队和

特区报人民网联队分别战胜了海口电
视台队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队，进入
了冠军争夺战。海口电视台队和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队将争夺季军。

本次比赛采用7人制，上下半场
各40分钟，在80分钟比赛内战平将
进行点球决战。足球运动深受海南老
编老记的青睐。

东西头牌对决老鹰取胜
骑士12连胜终结

“奥瀚投资杯”省新闻界
迎春足球赛开踢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7日电（记者
王春燕）中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在鄂尔
多斯市出席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
赛时提到，发展校园足球要处理好多方
面的关系，必须远离功利主义，要培养孩
子们对足球的兴趣，让他们都玩起来，先
踢起来，不要看成绩。

6日，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
赛在鄂尔多斯市开幕。林晓华6日下午
与五个足球试点城市及内蒙古自治区的
校园足球工作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在谈到校园足球的发展时，林晓华
建议发展校园足球，需要处理好教育与
体育的关系、学生的体育运动与学习的
关系、兴趣与成绩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具
体工作的关系。

在谈到兴趣与成绩的关系时，林晓
华说：“发展校园足球的目标，不是在学
校里要培养运动员、培养国家队球员。
首先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
我们要让孩子们身体健康起来，然后从
这些孩子当中发现好的苗子，再进行锻
造，这才是一个根本。在学校这个阶段，
要让他们玩起来，先踢起来，不要看成
绩。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每个班都有队
伍，每个年级都有队伍，每个学校都有队
伍。”

林晓华也警示了“一切看成绩”可能

出现的恶果，“如果搞功利主义，就有可
能有歪门邪道、以大打小、专业打业余，
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会出现”。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
合组织在中国大中小学校里，开展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林晓华坦言，经
过6年的时间，中国校园足球的发展虽
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很
多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难以令人满意。

林晓华说，2009年，中国注册的职
业足球人口，男子、女子加在一起只有
6972人，这不足7000人要支撑七支国
家队，包括男足、女足、男子U22、U19、
U17和女子的U19和U17的选人。

他在给出这一数字后说：“这肯定不
可能支撑国家队的发展，这也是中国足
球自1992年以后成绩持续下滑的根本
原因，就是在于没有人。”

在6日举行的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
球邀请赛揭幕战中，中国鄂尔多斯达旗
五中队以1：6不敌蒙古国代表队。林晓
华说，蒙古国足球在亚洲的水平也就是
倒数5名，平时我们可能不在乎跟他们
比赛。但是近年来他们利用德国和其他
国家的支持，也在发展校园足球。表现
在比赛中，可能就是今年的比赛结果。

谈到中国足球与足球小国在青少年
足球发展上的差距时，林晓华谈到中国

U14国少队在2013年亚青会小组赛0：
1不敌东帝汶队。当时东帝汶的体育部
长在谈到如何发展校园足球时说，东帝
汶只要有学校就普及足球运动，校园里
的四级联赛非常成熟，东帝汶全国有
800多个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而反观中国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时，林晓华说，我们能够明确的是，中国
有16支中超球队、16支中甲球队和17
支中乙球队，但是后面的业余足球俱乐
部都很不健全，这就是我们与小国的差
距。

我们与足球大国的差距，林晓华以
德国为例，“德国全国有29700多支俱
乐部，二战过后，德国修建了6万片便民
球场，分布在社区和学校。而根据最新
的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中国所有的
足球场地加起来也不过1万多个，这是
我们与强国的差距”。

虽然差距明显，但校园足球经过五
年的发展，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组织在
中国大中小学校里，开展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活动时，当时有 46 个城市的
2200所学校作为发展校园足球的先行
试点。经过6年的发展，目前校园足球
定点学校已经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
的131个城市、5084所学校。

中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

发展校园足球需远离功利主义

菲尔普斯
预计四月结束禁赛

新华社柏林2月6日电 奥运会18金得主、美
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教练鲍伯·鲍曼6日表示，

“飞鱼”将在4月结束禁赛回归。
去年10月初，菲尔普斯因酒后驾车并且超速

行驶被警方逮捕，随后遭到了美国游泳协会6个月
的禁赛处罚。鲍曼表示，菲尔普斯将在4月15日至
18日的美国游泳大奖赛亚利桑那州分站赛中复出。

“我正在努力恢复我的身体机能，”已经29岁
的菲尔普斯解释道，“说实话，我在2009至2012
年这段时间并没有太多的进步，现在完全是在依
靠我前几年打下的基础。”

菲尔普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宣布退役，
但在去年强势复出，同样是在美国游泳大奖赛亚
利桑那州分站赛的赛场上。自去年8月在泛太平
洋游泳锦标赛上赢得三枚金牌和两枚银牌之后，
菲尔普斯没再参加任何一项赛事。

屯昌诞生“恐龙蛋”
白色蛋状羽毛球馆吸引球迷打球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新年伊始，对于屯昌县
的居民们来说，一座很特别的白色蛋状的羽毛球
馆成了新奇物，犹如一个巨大的恐龙蛋。每天吸
引几百体育爱好者前来运动。

该羽毛球馆位于屯昌县全民健身公园的中心
位置，从外部来看犹如一个巨大的气泡，走近可以
看到气泡表面还覆盖一层网状物。推开位于建筑
物中间的旋转门，偌大的空间一览无余，没有任何
梁柱的支撑，16片国际标准羽毛球场和8张乒乓
球台依次排列，整齐有序，屋顶为半透明设计，太
阳光自然漫射进来，馆内温度适宜。到了夜晚变
成巨大球形发光体，夺目耀眼。

记者了解到，此球馆是采用新型的高科技
气膜建筑结构，利用无处不在的空气通过增压
装置将特殊膜材支撑起来，从而形成大空间的
建筑形式，并配以空调、智能控制和空气净化
系统。这种建筑在北美和欧洲均已发展成
熟。因其舒适、节能、环保、快速等优点，被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各行各业。目前在国内有
大约几十座。

据该馆投资方负责人介绍，这种气膜结构
的建筑虽然看似原理易懂，结构也不复杂，其实
是需要有强大的技术作为支撑的。对于气膜建
筑来说，受力特殊、自重较轻，如果在台风多发
的海南省建设，抗风要求极高。专利“斜向网状
钢缆系统”气膜建筑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该
系统完全地包裹整个外膜结构，能够将外力均
匀分配到地脚锚固系统，降低了膜所承受的荷
载，提供给建筑物最佳的结构稳定性，能抵抗相
当于16级的台风。

球迷在屯昌羽毛球馆内打球。

2月7日，在NBA常规赛
中，新奥尔良鹈鹕队客场以
116：113战胜俄克拉荷马雷鸣
队。图为鹈鹕队球员安东尼
（右）在比赛中防守雷鸣队球员
杜兰特。 新华社发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月7日，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CBA）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
比赛中，浙江广厦队主场92：100负于
辽宁队。图为辽宁队贺天举（右）在比
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CBA季后赛：
广厦负辽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图为参赛船队在比赛中。

本报三亚2月 7日电（记者苏庆明）2014-
2015沃帆赛三亚站今天传来喜讯，在下午举行的
港内赛中，中国船队东风队表现出色，成功斩获首
个港内赛冠军，并凭借这一成绩成功跃居总积分
榜首位。至此，东风号的桅杆上升起了三面旗帜
——总积分冠军、赛段冠军、港内赛冠军。

比赛于下午2时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开
始，所有船队出发后需要完成3个往返5次绕标
才能到达终点。在完成第二次绕标时，东风队仅
列第四。但冷静的船员们随后选择了与其他船
队完全不同的线路，一举跃升至第二。在第三次
绕标时，东风队和阿尔维麦迪卡队狭路相逢，东
风队争取到靠内的位置完美绕标，升至第一。尽
管后面赛段颇有波折，但东风队还是凭借主场优
势，成功稳住领先地位，最终以54分33秒的成
绩夺冠。阿布扎比队以37秒的差距获得亚军，
阿尔维麦迪卡队、布鲁内尔队、爱生雅队和曼福
队分列三至六名。

沃帆赛三亚站港内赛结束

中国船队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