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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里皮：中韩对决无特殊性

曝多支 NBA 球队
有意阿联内线搭档
快船热火在列

一些国脚未到最佳状态

布泽尔

国足备战韩国
3 月 18 日，国家队在长沙的集训进
入第三天。伴随着冯潇霆、武磊、吴曦等
亚冠三队国脚的驰援，25 名球员全部到
齐。因此在这一天，
国家队的备战，
才算
是真正意义上的首训课。里皮承认，
从3
月 18 日至 23 日比赛打响，
留给国家队磨
合的时间仅有 5 天。这个看似有些困难
的现实，
是需要球队上下一起面对的。
“5
天，的确是时间有限。但我们会在有限
的条件之下，
去充分利用这五天的时间，
全力准备中韩之战。
”
从策略上来讲，中国男足的确处于
形势岌岌可危的境地。一旦此役对阵韩
国再度失利，几乎将走到淘汰出局的边
缘。而且，太极虎历来是中国队的宿
敌。除了曾经的 32 年逢韩不胜，
在 1990
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六强赛中，中国
队就是败在对手脚下。但里皮在谈到这
一仗的准备，显得十分平静，
“国家队对

于这一场的备战，同以往的准备没有太
为他的重点考察内容。比如张玉宁，由
多区别。我们还是把它当成正常的国家
于最近一个月已在荷甲维特斯队失去主
队比赛去准备。将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去
力位置，他的比赛感觉甚是令全国球迷
全力以赴，
准备好同韩国队的较量。
”
们牵挂。
“这肯定不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25 名球员全部到齐，标志着国家队
但我想说的是，张玉宁肯定是属于中国
的备战工作进入强化阶段。里皮也承
国家队的稳定级成员。我也希望他在维
认，
是出于有些球员只是征战中超、有些
特斯队，能够有着更多的出场比赛机
球员还要兼顾亚冠的考虑，才因此做出
会。
”
里皮说。
分批报到的决定。而在言语之中，他亦
中韩大战一触即发，当外界开始全
没有回避国脚们状态的差异问题。
“总体
面聚焦于这一仗时，里皮还是强调道，
来讲，25 名国脚如今的状态还算不错。 “我们会把这场中韩战，
当做一个正常的
但由于现在是处在联赛初期，肯定会有
国家队比赛去准备。
”
包括在最近三天的
一部分球员提早进入比赛状态。相对来
训练课，国家队一直是保持较高的节奏
讲，
还有一些球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强度。但涉及到训练内容方面，同之
去寻找到他的最佳状态。
”
前的第一轮客战韩国，是有着明显的区
里皮虽然没有明说，但由于距离中
别。半年前的那一次备战，国家队在赛
韩大战只有 5 天时间，
面对如此紧张的备
前，专门安排了三中卫的特训练习。类
战日程，在遴选主力阵容和设定战术打
似这样的场景，据悉至少在前三天的长
法期间，
国脚们实时的竞技状态，
将会成
沙备战之中，
还是并未出现。
(新体)

媒评女排联赛

天津最失望北京最郁闷浙江赢尊重
站出来？
这支老牌劲旅最郁闷的恐怕还有高薪
引进外援但却未能得偿所愿。米哈伊洛维
奇跟队伍很长一段时间难发生化学反应，
两 年 引 援 过 后 ，她 们 还 会 尝 试 继 续 引 援
么？如果不引进的话，本土球员是否足够
撑起队伍呢？

最热闹，最有看点
和话题的女排联赛随
着拥有三名奥运冠军
的江苏女排夺冠而落
下帷幕。之所以最热
闹，是因为趁着里约奥
运女排夺冠的热潮，女
排联赛被推上了一个
关注的新高度。

最佳进步：
四川
浙江女排打出韧性

最值得肯定：江苏
三名奥运冠军坐镇，这是江苏队之外
任何一支队伍都没有的待遇。于是，夺冠
成为她们自己定下的目标和外界对她们一
致的期待。
几番恶战，这支年轻的队伍撑住了。
她们半决赛将天津打回原形，决赛中又顶
住了平民球队浙江的反扑。
冠军，让三位奥运冠军的职业生涯更
圆满，也让一批无法迈进国家队大门的球
员有所回报，更是让一批涌现出的年轻小
将有了扣开未来国家队大门的信心。

最朴实：浙江
没有奥运冠军，没有大牌球星，朴实的

浙江队还是没掀翻江苏队。没有横飞的眼
泪，没有失落的背影，她们拼尽最后一滴
血，然后昂首离开。就像吴胜所言，技战术
都打出来了，
没有任何办法。
这支队伍目前的阵容延续了2013-2014
年夺冠的阵容，配合默契，韧性强是她们的
标签。尽管没能第二度夺冠，
但浙江队杀到
决赛，
足以证明她们的不屈。

最失望：
天津
“十冠王”天津队不仅没杀入决赛，更
是被江苏复仇成功倒在半决赛。现在的这
支队伍，与充满朝气的江苏相比，急需新鲜
血液的注入。一批 80 后老将在赛季后恐渐
渐淡去，谁来挑起老牌劲旅的大梁？谁能
在魏秋月、陈丽怡等一批老将身后勇敢地

在四强猜想时，可能想到了八一，想到
了 浙 江 ，恐 很 少 有 人 想 到 四 川 女 排 。 从
2000 年起，除了在 2004 年进入联赛四强之
外，
再未在全国成年赛事中跻身前四名。
两大外援持续给力，队伍整体表现超
预期的抵抗力。苏围萍、刘美玲等本土选
手也在历练中有进步。

据著名 NBA 记者马克·斯坦恩报道，目
前有多支 NBA 球队都对效力于 CBA 广东
队的大前锋卡洛斯·布泽尔感兴趣，其中包
括洛杉矶快船和迈阿密热火。
布泽尔目前仍在为广东队 CBA 联赛的
季后赛出力，而他的表现已经引起了一些
NBA 球队的关注。
据马克·斯坦恩透露，快船和热火等球
队都对布泽尔表示出了兴趣。
今 年 35 岁 的 布 泽 尔 曾 是 一 位 两 届
NBA 全明星球员。NBA 生涯里，他分别在
骑士、爵士、公牛和湖人效力过。
自从 2014-15 赛季结束之后，布泽尔就
再也没有在 NBA 赛场上打过球。在湖人队
的最后一个赛季，布泽尔场均得到 11.8 分
和 6.8 个篮板。
去年夏天，布泽尔和中国 CBA 广东队
签约。这个赛季，他代表广东队打了 44 场
比赛，场均得到 17 分和 10.7 个篮板，投篮命
中率为 54%。
布泽尔有资格为任何一支签下他的
NBA 球队征战今年的季后赛，但是有一个
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在常规赛结束之前，也
就是 4 月 13 日之前与球队签约。
(新体)

广西一人斩 20 注二等奖
奖池滚存至 35.90 亿元

3 月 18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30 期全国
头奖空开，二等奖开出 83 注，追加后奖金为
16.74 万元。开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35.90
亿元。
大号强势出击！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
开出号码 21、22、24、29、34，后区开出号码
05、06。
本期二三等奖的中奖数量和奖金成色
均较佳。二等奖开出 83 注，每注奖金为
10.46 万元；其中 4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 6.27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
总奖金为 16.74 万元。三等奖开出 517 注，
每注奖金为 7494 元；其中 150 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496 元。追加后，三等
奖单个总奖金为 1.19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广西河池一
位彩友以一张 20 倍投、60 元投入的单式追
加倍投票，揽获 20 注追加投注二等奖，斩获
奖金 334 万元。
奖池方面，35.90 亿元滚存至 3 月 20 日
(周一)开奖的第 17031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
继续呈现上涨态势，
并创下年内奖池新高。
据统计，3 月份以来，体彩大乐透已开
奖的 8 期之内，累计开出 18 注头奖，最高单
注奖金 1600 万元，最低单注奖金 856 万元，
其中 9 注为 1000 万元及以上大奖。千万元
大奖数量占比达 50%。
（陈敏）

最郁闷：
北京
前泰国女排功勋教练加提蓬入主北汽
后，并没有给这支可塑性极强的队伍带来
实质性飞跃。有奥运冠军，有世界冠军坐
镇的北汽女排在大手笔投入后，还是有些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一手好牌空欢喜，
最终以第七名收场。
大幕刚刚落下，就开始期待着下一个
赛季的开始。短暂的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归
来，期待女排联赛的各家队伍能在之后的
全运会掀起又一波女排的高潮。 （新体）

35.90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