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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5分钟才扳平比分，点球大
战险胜海口博盈海汉队晋级。广州
富力队外籍主帅斯托伊科维奇赛后
心有余悸。他说，今天运气站在我们
这边，对手是一支训练有素且顽强的
球队。

这么艰难的取胜，斯托伊科维
奇如何看待这支乙级球队呢？斯托
伊科维奇说：“海口博盈海汉队是一
支顽强的球队，他们的防守密不透
风，他们展示了良好的拼搏精神，也

尝试利用快速反击给我们制造威
胁。不过他们最后不太幸运，输掉
了比赛。”

最后十分钟比赛进行得跌宕起
伏，斯托伊科维奇当时心情如何？斯

托伊科维奇回应说：“最后十分钟我
还是比较平静，因为我坚信我们会取
得进球，毕竟把对手压迫在禁区内，
那个时候我觉得球员更需要精神集
中，把球停下来分边，然后从边路突

破。最后15分钟，我们的后卫张耀
坤也顶到前面去当前锋了，尽我们最
大的努力去取得进球，最后也成功做
到这点。”

海口博盈海汉队今天踢得不错，

斯托伊科维奇对海汉哪个球员印象
深刻呢？斯托伊科维奇说：“对方10
号王琦和17号薛晨表现突出，他们
利用速度的优势，给我们的防线造成
威胁。但是我觉得我们球队防守还
是做得不错，我们在95分钟里都掌
控了比赛，如果给他们一些空间的
话，这两个球员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
威胁。”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林永成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林
永成 王黎刚）中国足协杯大黑马海
口博盈海汉队没能再爆冷门，今天下
午在第三轮主场与中超球队广州富
力队的比赛中，海汉队在先进一球的
大好形势下，全场比赛补时阶段被对
手扳平，随后的点球大战以 3：4告
负。痛失好局的海汉队无缘足协杯

第四轮。
广州富力队对此场比赛相当重

视，除了按规定不能上外援外，首发阵
容中有不少征战中超的主力，包括陈
志钊、卢琳等名将。面对强敌，海口博
盈海汉队并不畏惧，一开场就展开攻
势，并在对手门前制造了几次威胁。

富力队毕竟是中超球队，整体实

力要高出海汉队不少。稳住阵脚后，
富力队控制了局面，主导了场上攻势，
而海汉队被迫转入防守反击。第22
分钟，富力开出角球，海汉队禁区一片
混战，门将王昊单手托出皮球砸在横
梁上，海汉队逃过一劫。这是上半场
富力队最接近破门的一次机会。

此后，在海汉队的密集防守面前，

富力队显得办法不多，进攻雷声大雨
点小，实际有威胁的机会不多。海汉
队则以反击牵制对手的兵力。

下半场，久攻未果的富力队渐渐
变得急躁，急于进球的他们放松了对
海汉队反击兵力的看守。第75分钟，
海汉队获得进球，胡晓羽带球杀入禁
区下底传中，10号王琦脚尖一捅，皮

球应声入网。
失球后的富力队全线压上做最后

一搏，而海汉队坚守到常规时间结
束。第四官员举牌补时5分钟。补时
阶段，富力队由20号唐淼脚弓搓射破
网，将比分扳为1：1。

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决战，海汉队
两名队员点球未中，以3：4告负。

补时阶段被对手扳平 点球决战3：4告负

海口海汉惜败广州富力足协杯出局

富力主帅大赞海口博盈海汉队：

你们是一支顽强的球队

据中国篮球之队赛事运营方盈
方公司相关人士透露，在热身赛对手
的选择上，盈方需要与国家男、女篮
始终保持密切配合。首先由国家队
根据备战情况提出要求，然后盈方根

据要求来选择热身赛对手，负责联
络，并及时反馈消息。最终确定的所
有对手，都要符合国家男、女篮所划

定的范围以及备战需求。
每年男篮的集训初期，有个别核

心球员由于海外特训会稍晚与国家

队会合。在阵容未齐整的情况下，球
队通常会将集训重心放在初步磨合、
树立信心上。随着核心球员的归队，
男篮会再循序渐进寻找更有实力的
对手。

中国篮球之队如何挑选热身赛对手

■ 阿成

要说本赛季NBA季后赛迄今表
现最抢眼的球队，非骑士莫属，他们
连续两轮4：0横扫对手，静候东部决
赛对手的产生。

骑士著名的“三巨头”这次能健康
地并肩作战，而且都表现出色，是他们
能在季后赛势如破竹的主要原因。不
过，骑士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飘
洒的“三分雨”，他们在第二轮与老鹰的
系列赛中创造了多项三分球纪录，如单
场命中25个三分，连续四场命中至少15

个三分，都是NBA史上第一。
“他们的三分真的让我们头疼，当

场上每个人都能飚三分时，你的防守会
变得很困难，我们整晚、整个系列赛都
深受其苦，但这就是联盟现在的打法潮
流。”老鹰主将米尔萨普赛后直诉苦。

而在这个季后赛，飚射三分球的
场面更是达到极致。破纪录的何止
骑士！比如，开拓者也打破队史三分
球纪录；勇士队的汤普森连续3场命
中至少7个三分球，也破了纪录；就连
被骑士投三分投到怕的老鹰，也与骑
士手联手创下单场比赛两队共投中
37个三分的历史纪录。

当然，也有不擅长或不依赖三分
球的球队，但他们达不到夺冠热门球队

的级别。可以说，三分球战术不仅是如
今的打法潮流，也是取胜的王道。

但连破三分球纪录的骑士并非本
赛季三分球最牛的球队，大家都知道，
这个荣誉属于拥有“水花兄弟”的卫冕
冠军勇士。库里是当之无愧的史上三
分王，他本赛季常规赛创下匪夷所思的
投中402个三分球的历史纪录，而汤普
森投中三分球的个数仅次于库里，还是
全明星三分球大赛冠军得主。

北京时间 5 月 10 日，勇士加时
132：125 客场击败开拓者，扑灭对手
的反扑势头，总比分 3：1 拿到赛点。
勇士获胜的最大功臣是伤愈归队的
库里，他贡献40分、9个篮板和8次助
攻，其中加时赛豪取17分。三分王库

里本场三分球 16 投 5 中，命中率不
高，但来得正是时刻，他前9投0中，
第四节后半段开始 7 投 5 中，其中加
时赛3中。也就是说，久疏战阵的库
里用了三节多的时间，就找回了令对
手恐惧的三分球手感。

随着三分王库里的归来，勇士又
成为西部冠军大热门。而东部冠军几
乎可以锁定为骑士。如果总决赛为勇
士 VS 骑士，会不会演变成三分球大
战？这种场面也有些无趣，难怪有人建
议：扩大球场、延长三分线。当然，这种
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近期内
不会成为现实。只有寄望更强的防守
能抑制住球员们狂射三分的欲望，让比
赛更激烈更丰富多彩。

又到奥运年，

又见热身季。

为备战里约

奥运会，中国男篮

在国内的热身计

划已经全部出炉。

每年夏天，中

国男、女篮的热身

赛对手都会成为

媒体、球迷关注的

热点。那么，中国

之队在国内和海

外拉练计划的热

身对手，究竟是如

何挑选的？

盈方从2005年开始全面协助国
家男、女篮实现在全球范围的热身计
划，如2015年在塞尔维亚举行的四
国邀请赛上，男篮分别与塞尔维亚
队、俄罗斯队和委内瑞拉队交手，收
获颇丰。

海外拉练对于国家队的大赛

备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点从
长沙亚锦赛中国男篮重返亚洲之
巅可见一斑。为此，盈方构建了强
大的中国篮球海外拉练备战数据
库。

据介绍，每年的国家队全球热身
计划，最早提前一年开始着手准备，
差不多提前半年左右开始正式推
进。要想遇到合适的热身赛对手，天
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近年来，亚洲罕有机会举办篮球
洲际大赛，使得欧美强队对来亚洲打
热身赛的兴趣大跌。相信随着2019
年男篮世界杯的临近，一定会有欧美
强队纷至沓来。

新华社记者 黄杰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

从盈方公司近年与欧美球队沟
通的过程中，不难总结出三点妨碍欧
美强队来华参加热身赛的原因。

第一，档期。CBA（中国男篮职
业联赛）、WCBA（中国女篮职业联
赛）通常在3、4月份就已经结束，而
欧美球队的联赛基本要到6月份才

会结束，因此中国男、女篮集训开始
的时间比对方要早两三个月，这导致
在集训刚开始的阶段，很难邀请来欧
美球队。

第二，距离。时间短、效率高是

欧美强队备战大赛的普遍特点，在备
战洲际大赛时，他们更倾向于留在本
大洲参加热身赛和邀请赛。尤其是
在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交通非
常便利，而来华往返要长途跋涉、旅

途劳顿，对于备战期较短的欧美球队
来说显得得不偿失。

第三，实力差距。亚洲篮球的
水平与美洲和欧洲相比仍存在一定
差距，导致欧美强队在备战洲际大
赛时，更偏爱邀请本大洲的球队来
热身。

盈方与国家男、女篮密切配合选择热身对手

三分为王道，三分王驾到
大侃台

三大原因详解为何难邀欧美强队

盈方全面助力国家队海外拉练

5月6日、8日和10日

中国男篮在南宁、广州
和北京与澳大利亚职业联
队进行三场较量

7月15日至17日

中国男篮将在江苏昆
山迎来中欧男篮锦标赛，与
黑山、德国和法国队进行连
续三天的比赛

中国男篮将与马其顿
队在吉林长春、河南焦作和
洛阳展开三场较量

6月8日、10日和12日

中国男篮
近期热身赛

库里复出
勇士击败开拓者

北京时间5月10日，勇士当家球
星库里复出并砍下40分，帮助球队客
场以132：125击败开拓者，大比分3：
1获得赛点。另一场比赛热火主场
94：87战胜猛龙，将总比分扳为2：
2。图为库里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揭秘

5月10日，在与澳男篮对抗赛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65：76不敌澳大利亚职业联队。图为双方队员拼抢。 新华社发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出台

2020年足球场地
超过7万块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韦骅）国
家发展改革委官网10日发布《关于印发全国足
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 年）的通
知》，提出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
万块。

《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体育总局、教育部和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共同编制。
时间跨度为5年的《规划》涵盖六大方面，对全
国足球场地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建设方式和资
金来源、开放利用和规划的组织实施等问题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

《规划》首先总结了当前我国现有足球场地
设施情况，指出足球场地设施是发展足球运动
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但目前我国现有足球
场地设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足球运动需求不相
适应。截至2013年底，全国拥有较好条件的足
球场地1万余块，平均约13万人拥有一块足球
场地，与足球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在建设目标和任务上，《规划》提出，到
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
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
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全国建设足球场地约
6万块，其中修缮改造校园足球场地4万块，改
造新建社会足球场地2万块，此外还要完善专
业足球场地并新建2个国家足球训练基地。《规
划》称，“除少数山区外，每个县级行政区域至少
建有2个社会标准足球场地，有条件的城市新
建居住区应建有1块5人制以上的足球场地，
老旧居住区也要创造条件改造建设小型多样的
场地设施”。

全国跳水冠军赛
女子3米板何姿夺冠

5月10日，在广西南宁进行的2016年全国
跳水冠军赛暨里约奥运会选拔赛女子3米板决
赛中，广东海印队选手何姿以403.20分的总成
绩夺得冠军。图为何姿在决赛中。 新华社发

普拉蒂尼宣布
辞去欧足联主席一职

据新华社巴黎5月9日电（记者张寒、张
淼）刚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上诉的法国足
球名宿普拉蒂尼9日宣布辞去欧足联主席一
职，但仍将为自己的名誉而战。

这位60岁的前法国队中场球星去年年底
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以2011年违规收受时
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200万瑞士法郎（现约
合206万美元）酬金为由“禁足”八年，今年2月
末被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减至6年，减刑两天
后普拉蒂尼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并于4月
29日出席了听证会。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3人仲裁小组9日作
出决定，认为国际足联“禁足”普拉蒂尼的理由
成立，但认证其违反的国际足联道德准则中存
在重复和冲突，而国际足联自身也在整个事件
中存在失察，且量刑过重，遂决定将“禁足令”减
至4年，罚款由8万瑞郎减至6万。

对于这份仲裁决定，普拉蒂尼认为“严重
失公”，减刑看似仁慈，却事实上剥夺了他竞选
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机会，令他别无选择、只
能辞职。

“在征得成员协会的同意后，我决定辞去欧
足联主席一职，专心于自证清白，以求瑞士法庭
能为我洗清名誉，”他说。

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同日发布的公报，
仲裁小组在决定减轻处罚至四年“禁足”时确实
考虑了“处罚期限与一届主席任期相一致”。

普拉蒂尼在欧足联的任期原本到2019年
3月结束，而他的“禁足”处罚自2015年10月8
日起计。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现定于
2019年5月举行。

“判处这样的禁足期，显然是要阻止我参加
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普拉蒂尼说。

本月18日，欧足联执委会将在瑞士巴塞尔
的欧罗巴联赛决赛前开会讨论何时进行主席选
举，以填补普拉蒂尼“禁足”留下的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