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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今又聚头 广东今非昔比

近几个赛季，广东和北京的对抗一直是CBA的焦点。从北京
力压广东夺取总冠军的那个赛季开始，两队的每次交手都如总决
赛一般。本赛季，两队都为对决做足了功课。

对广东而言，这次交锋是难得的复仇机遇。上赛季同样是在
半决赛，晋级形势一片大好的广东男篮最终不敌北京男篮，目送
对方进入总决赛。在5场交锋中，广东在小外援身上吃了大亏。如
今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小外援拜纳姆，一个能得分而且能串联
球队的后卫。而且他只有32岁，比马布里年轻6岁，在两天1场的
季后赛中将拥有更充沛的体能。

国内球员的硬实力方面，广东队也足够过硬。本赛季，易建
联、朱芳雨、王仕鹏、陈江华、周鹏等新老国手发挥稳定，尤其
是刚刚被评为常规赛MVP （最有价值球员） 的易建联，场均贡献
27.4分和10.1个篮板，是比外援还可怕的国内球员。

相比之下，北京队尽管本赛季阵容齐整，能出场打球的人很
多，但没有像易建联这样的领军人物。无论是高价加盟的孙悦、
李根，还是俱乐部自己培养的朱彦西、翟晓川，都缺乏关键时刻
带领球队逆转战局的领袖气质。

不过就北京队而言，对季后赛与广东队交手一直都信心满满。
有球员私下里表示：“无论我们常规赛输给广东队多少分，到了季后
赛也不会畏惧对手。我们比对手更适合淘汰赛。”马布里年前也表
示：“我希望比赛尽快开始，春节假期太久，我有点等不及了。”

球迷对两队的对决也充满期待，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
为快。万事达中心方面节前透露，球票预售情况
火爆，八成球票已经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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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加紧训练 或续五场大战

从决出四强到半决赛首场开打，中间有13天时间休整。而据
以往比赛经验，休息时间越长，对球队状态的负面影响越大。因
此为了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两队春节期间都会维持一定强度的
训练。两队主帅也会利用这段时间解决球队存在的问题，并研究
有针对性的战术。

北京队除了在大年三十下午及羊年初一放假一天半之外，其
他时间都被训练安排得满满当当。技战术训练和强度投篮训练交
替进行。为了观察对手，主教练闵鹿蕾让队员们观看了广东与东
莞的比赛。他认为，与最强对手广东队的交锋，必定是一场恶
战。上赛季广东的小外援并不太强，这赛季增补了拜纳姆，可谓
是土炮升级成了导弹。闵鹿蕾也在研究如何防守拜纳姆，已有一
些针对性布置，但目前属于北京队的“最高机密”。

对广东而言，在总决赛不敌北京那年，他们就是在比赛之前
放松过度，结果比赛中再也找不到状态。因此这次广东队势必会
吸取经验教训，让球员保持稳定发挥。因伤久疏战场的周鹏，也
在与东莞队比赛结束前3分钟复出，为了找回比赛的状态，能够在
半决赛中更好地防住马布里。

谈到“京粤”半决赛，专家预测，这次交锋基本不会出现横扫的情况，
很可能继续上演5场大战。特别是本赛季篮协新修改的末节单外援政
策，将会让北京队面临考验，“第四节双外援被拆散对北京队是一种致命

的打击。调整了一个赛季，就是为了找李根和更多的国
内球员的点。能够把国内球员的点调动起来，

而不只是依赖马布里或是莫里斯，这才
是厉害的。”篮球评论员苏群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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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灵犀

CBA季后赛首轮已经全部结束，半决赛在春节
期间休整10多天后于25日晚开打，北京和广东率
先登台对抗，这是两队近 4 年第 3 次在季后赛相
遇。京粤两队交锋，是球队、球迷甚至是CBA联赛
赞助商们都愿意看到的。对北京男篮而言，他们已

经迫不及待与最强对手广东一战，而广东也想借机
报去年半决赛被淘汰之仇。

北京主帅闵鹿蕾说，“过去的比赛不能用来预
测将来的结果，我们要从零开始，认真准备。”京
粤再聚首，谁能晋级总决赛？

日前，宁夏银川宣布即将举办的新一届世界电子竞技大
赛，总奖金超过 1亿元。无独有偶，有媒体称某电竞女主播近
日以近1700万元的年薪签约某电竞直播平台。

电竞行业频爆天价，我国游戏行业去年则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这引发了众多媒体对电竞行业何以如此有“钱途”
的讨论，也让“电子竞技是不是体育”、“电子竞技是否会助
长青少年沉迷网游”的争论再次被翻了出来。

无论是“有钱”还是“有害”，应该说，这两种论调都
源于我们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对电子竞技认识的不清晰。这其
中，至少混淆了两个逻辑：

其一，将电子竞技与沉迷网络游戏直接画等号。电子竞
技，标准解释为“利用高科技软硬件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
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当然，这个概念必须加上一
个前提——设计科学、运行规范。然而，很多人对“游戏”这一
概念只有一个笼统的认识，认为只要是游戏，就容易让人沉迷
其中、玩物丧志，和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背道而驰。

其实，电子竞技讲求团队技战术对抗和个人操作能力，
是一种对青少年有益的数字娱乐体育活动。如足球游戏让球
迷体验用思想踢球的快感，魔兽世界游戏让玩家认识到公平
性、竞争性和团队合作等品质，它们既是体育精神，又是社
会规则，且和道德教育、审美教育、智力开发等相通。

其二，将人的错误归责于机器，归罪于电子竞技运动。参
与、从事电子竞技（包括网络游戏）与沉迷其中的关键区别在
哪里？在于身处其中的人。这里的“人”包括玩游戏的青少年、
家长、专家、开发商、运营商，和政府主体这个大写的“人”。

对于电子竞技运动顶端的电竞选手和底层的无数拥趸，
对于这些游戏规则的遵循者、游戏精神的诠释者、游戏文化的
传播者，我们其他人在电子竞技的设计、开发、组织、管理，推
动其健康发展等方面，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呢？

在电子竞技兴起之初，大部分地方主管机构对其了解
不深，如今则大办各类电竞比赛。斗地主、德州扑克、麻将
……似乎一切网络游戏都可以被纳入。除了不了解，一些地
方恐怕还有经济转型的现实考量。但是，对于那些心智未完
全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对一些充斥暴力、色情和金钱的网络
游戏，他们本身难以鉴别和进行自我控制，家长往往又难以
监管，市场则囿于利益因素，不会自断筋脉，学校、社会则
并没有提供良好的体育教育环境和条件，最终，剩下的只是越做越大的行业
泡沫和沉迷其中的孩子。

高奖金、高收入、高回报，电子竞技运动一下子成了各方热捧的宠儿，
但是，对于体育主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及时将这种关注、了解和
监督进行得更深入，这才是做到宠而不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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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看国足能否保8

3月27和31日，中国男足将分别在广州
和南京迎战巴林、突尼斯队。这是亚洲杯后
国足的首次亮相。

备战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保
8”是国足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
的排名中曾一度跌落至百名开外，亚洲排名
也跌出前 10。不过，凭借亚洲杯上的三连
胜，国足已回升至亚洲第 7。这意味着在 4
月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抽签中，中
国队有望在首轮小组赛避开日韩澳等强
队，从而大大增加进军12强赛的机会。

因此，虽然只是热身赛，但这是国足
巩固排名，并为世预赛练兵的重要比赛。
从“非资深球迷”到“准资深球迷”，这两
场比赛显然不容错过。

当然，对国足和球迷来说，也得保持
一颗平常心。毕竟，亚洲区只有4.5张世界

杯门票 （由于在巴西世界杯上的糟糕表
现，极有可能被缩减到 4 张），只要踢得

“蛮拼的”，就值得“点赞”。
说到世界杯，当然要提到中国女足。今

年6月，“铿锵玫瑰”们将出征在加拿大举行
的女足世界杯。赛前，女足也提出了“保
8”的目标。虽然最近高挑清秀的女足门将赵
丽娜抢了不少“头条”，但想要成为资深球
迷，看女足可是更大的加分项。

选一支联赛球队去爱吧

春节前，山东鲁能和广州恒大在杭州踢
了一场“超级杯”。作为“非资深球迷”，也
许因为情人节的忙碌错过了比赛，没关系，
因为中超联赛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去年在南美超级杯上独中两元的巴西国
脚塔尔德利加盟山东鲁能，另一名巴西现役国
脚高拉特也被广州恒大揽入麾下。再加上回归
中超的孔卡，首执教鞭的卡纳瓦罗，昔日中超
名帅安蒂奇、斯塔诺先后签约中甲球队……如
今的中国联赛，确实“有钱、任性”。

当然，本土球员亦值得关注。除了国足
主力球员的表现，新人辈出的联赛能否为国
家队贡献新生力量？球迷们不妨和国足主帅
佩兰一同观察，说不定，就在佩兰之前发现
了“妖人”呢？

其实，不少球迷的“非资深”只限于中
国足球。他们熬夜观战五大联赛，却从未走
进几公里外的球场看一场家乡球队的比赛。

无论从竞技水平抑或影响力而言，中超
同五大联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看中
超真的是一件很“没品”的事儿吗？

据德国媒体《转会市场》发布的2015冬季
转会期全球联赛净投入榜显示，中超联赛以
6422万欧元名列头名。而2014赛季，中超联赛
场均观众达到 1.9万人。据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中超上

座率排名亚洲第1、世界第9。
国足的向好，同中国足球联赛“给

力”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联赛不仅
仅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
文化。

关注中国足球的“非资深球迷”们，
不妨从今天开始支持一支家乡的球队，无
论它是中超、中甲还是中乙，走进球场，
为球员们呐喊一次。其中的喜怒哀乐，定
是其余的比赛无法给予的。

着力培养国足下一代

宅在家里做一个纯球迷自然无妨，要
想“进阶”，恐怕得亲自走上绿茵场见分
晓。你行，你上。

如今，在公司或小区里“攒”一场球
局变得更方便了。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数据显示，十年间，全国新建足球
类场地 0.71 万个。国务院“46 号文”提出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鼓
励发展职业联盟等举措。据业内人士分析，
足球场地的建设有望随之加速。

就算“老胳膊老腿”踢不动了，也没关
系，可以培养下一代对足球的执著。

日前，全国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上提出，今年将建设60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并建立健全全国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校
园足球从规划到实施，今年有望全面铺开。

有了政策支持、专业
保证，“爸爸妈妈
再也不用担心踢
球荒废了学业。”
那些心有余而力
不足的球迷们，
完全可以放手
培养足球小将
了。

致“非资深球迷”

如何关注
中国足球

本报记者 刘 峣

中国男足在亚洲杯上的良好表现，不仅让长时间处于低谷
的中国足球“虎躯一震”，更让很多“珍爱生命，远离国足”
的球迷们重新回到了电视机前。布里斯班的“中国红”和新
闻联播里“中国加油”的呐喊，耳闻眼见，至今仍令人热血
沸腾。

很多新晋或回归的“非资深球迷”这才发现，球员变
了，精气神涨了，国足已经不是那支国足了，因此重燃起
了对中国足球的信心。不过，亚洲杯结束后的“空窗期”
却让球迷们有些无所适从——想看中国足球，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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