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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淡了 引援渐趋理性

距离 2 月 28 日的转会截止日越来越近，
各支中超球队已陆续完成新赛季的引援任务。
今年，受中国足协“四大帽”和引援调节费等政
策的影响，俱乐部在引援方面的投入愈发谨慎。
尽管如此，新赛季中超的球员变动依旧不小。

在大力限制“金元足球”的背景下，近
两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大牌外援数量有所减
少，不轻易更换外援、高性价比引援成了不
少俱乐部的选择。今年新踏上中超的外援
中，球迷耳熟能详的也只有大连一方的哈姆
西克、山东鲁能的费莱尼、广州富力的登贝
莱、天津泰达的瓦格纳等。而伊哈洛、阿
兰、姆比亚等中超“老面孔”则换了新东家。

归化球员的引入，是新赛季中超联赛的
最大看点之一。此前的超级杯比赛，北京国

安的侯永永替补上阵，创造了中国足球归化
球员的新历史。除了侯永永之外，北京国安
的新援李可、广州恒大的布朗宁等球员，同样
有望尽快入籍、注册，以内援身份参加联赛。

对归化球员问题，中超联赛部部长陈永
亮说，入籍球员转会、注册、参赛工作参照

《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 执
行，这一规定将于近期下发。

新赛季，U23 球员的引入成为不少俱乐
部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重点。广州恒大一举
拿下张修维、高准翼、韦世豪、刘奕鸣、何
超等多名国字号年轻球员，俨然有 U23“小
国家队”之势。北京国安“压哨”签下张玉
宁，同样引人关注。将留洋“接力棒”传给
武磊之后，这名经历丰富的希望之星，有望
在国内赛场得到更多机会。

与上赛季不同，新赛季中超联赛的 U23
政策将不再与外援上场人次挂钩。按照要

求，每场比赛至少 1 名 U23 球员首发，累计
上场人次中超不少于 3 人次。如俱乐部报名
球员被各级国家集训队征调 U23球员，出场
人次则相应递减。

排行多了 鼓励精彩比赛

为了激励球队踢出精彩比赛，新赛季中
超联赛建立了净比赛时间奖惩制度，设立了
净比赛时间专项资金，设立60分钟净比赛目
标。中超每轮达标的俱乐部获颁“净比赛时
间 60分钟奖杯”，并奖励 10万元；设立“赛
季净比赛时间最大提高奖”“赛季净比赛时间
最高奖”（需达到 55 分钟以上），分别奖励
100万元和200万元。赛季结束后，专项资金
剩余部分均分成 136 份，按照净比赛时间排
名，第一名获得16个份额，依次递减，最后
一名获得1个份额。

除了净比赛时间排行榜，国内球员也将
有自己的排行榜。新赛季，每轮中超将公布
综合能力排名前 80 名的国内球员名单和数
据，为国家队组建和球员个人能力提升提供
科学依据。为全力做好国家队备战配合工
作，确保国家队水平提高更加有效，中国足
协将研究国家队参赛计划，为国家队备战预
留充足的调整、集训和比赛时间。

此外，俱乐部青训在中超联赛准入等过程
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本赛季，中超各支俱乐
部的27人国内球员报名名单中，至少应有2名
球员为本俱乐部青训培养的U21球员。经过几
年过渡，这一数字将达到6-8人甚至更多。

职业裁判 接轨欧洲联赛

除了球队和比赛之外，新赛季中超联赛
的又一变化来自于裁判。为了促进中国足球

裁判队伍的全面发展，国内优秀裁判员与签
约外籍职业裁判员将共同组建中国足协职业
裁判员团队。新赛季的中超联赛，马宁、傅
明、张雷和两位外籍裁判克拉滕伯格、马日
奇成为首批职业裁判。

两名外籍裁判的加盟格外引人关注，来
自英国的克拉滕伯格和来自塞尔维亚的马日
奇均拥有显赫的经历，曾执法世界杯、奥运
会、欧冠决赛等大型赛事。作为中国足球职
业化的新探索以及与欧洲高水平联赛接轨的
新尝试，职业裁判的设立有望促进联赛的公
平公正，并带动中国裁判员整体水平的提升。

新变化也更多地体现在细节之中。在超
级杯比赛中，上海上港与北京国安的球员都
穿上了背后印有自己姓名的“战袍”。此前，
占据这一位置的往往是赞助商广告，这一不
职业的做法一直备受球迷诟病。新赛季，中
超球员终于可以“实名”出场了。

揭幕战本周打响

中超新赛季 有何新看点
本报记者 刘 峣

2020年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随
着日本乒乓球这两年来快速崛起，中
国乒乓球将在东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对于国乒团队而言，未来一年半的
奥运备战，从指导方针、训练备战到衣
食住行，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3个月前完成改选改组的中国乒
协日前公布备战策略，制定了“史上
最严”考核办法。乒协主席刘国梁豪
言：“对中国乒乓球而言，只能拿冠
军，拿亚军就是失败。”

设“参谋部”“指挥部”
集合所有力量

中国乒协日前召开小范围媒体通
气会，宣布建立备战东京奥运会战略
体系，并公布新的国家队教练组名
单。在这一战略体系中，刘国梁未挂
任何教练职衔，但有了一个新头衔
——中国乒协备战东京奥运会战略体
系总指挥。

新的战略体系下设战略参谋部、
指挥部、保障部三大部门，几乎集合
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力量，足见国
乒破釜沉舟的决心。

战略参谋部的职能是制定奥运战
略，指导、研究、评估队员，监督指
导教练团队。由资深主教练、大满贯
运动员等组成，“三代大魔王”张怡

宁、王楠、李晓霞等均在列。
指挥部构成人员为国家队核心教

练员，负责执行参谋部制定的奥运战
略、奥运重点运动员的训练管理和比
赛临场指导。其中，乒协秘书长秦志
戬回归球队，再任男队主教练；功勋
老帅李隼出任女队主教练；刘国正、
陈振江、马琳、阎森等分任教练组
长。

保障部由协会副主席、秘书处、
领队和相关保障团队组成，为奥运战
略参战人员提供国际情报信息、科研
营养、医务、体能、康复等保障，全
方位为运动员保驾护航。

制定“史上最严”考核
亚军就是失败

在会上，刘国梁还公布了被称为
教练组“史上最严”的考核标准。
2019 年全年重要的乒乓球国际赛事
被分为3个级别，每个级别的比赛分
别进行考核并计算积分，男女一队教
练组拿满积分为 1.8万分，丢掉一个
世乒赛单打冠军就减 4000 分，低于
1.2 万分即为不及格，未达标组的主
教练和组长将同时被降级，全组成员
的基本薪酬扣除一半。看到这样的任
务后，男队主教练秦志戬笑言“汗毛
一立”。

刘国梁表示，今年的团体世界杯
将在东京进行，这也是东京奥运会的
测试赛，国乒队需要“留下美好的回
忆”。他同时立下“军令状”：“男女
队任何一组考核不及格，我都会自罚
全年薪酬，誓与团队共进退。”

捍卫“地表最强”称号
为了荣誉拼了

过去两年，中国乒乓球队遭遇了
日本队的强烈冲击。去年国际乒联总
决赛男单比赛，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
冠。今年的葡萄牙锦标赛，刘诗雯也
输给了日本选手。毫无疑问，这为国
乒敲响了警钟。

对于国乒来说，目标就是包揽东
京奥运会全部 5块金牌。去年 12月 1
日，刘国梁当选新一届乒协主席后，
马上就在微博上发声：“赢不狂，输
不慌，陪国乒，战东京。”为东京奥
运奋力拼搏的心情，可见一斑。

这次，为了捍卫“地表最强战
队”的荣誉，刘国梁上任后先烧“三
把火”，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积累更
多的优势，让全队在新的战略体系
下，上下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乒乓球
项目备战东京奥运会任务。最终能否
带领国乒“笑傲东京”？值得球迷拭
目以待。

备战策略“史上最严”

东京奥运 国乒只求冠军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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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比分战胜叙利亚队后，
中国男篮结束了2019年男篮世界
杯亚太区预选赛全部比赛。在近
15 个月的小组赛两阶段比赛中，
中国队获得 7 胜 5 负的战绩。不
过，由于是东道主，中国男篮拥
有直接进入本次男篮世界杯决赛
圈的资格，因此参加预选赛主要
出于练兵考虑。

作为球迷，我们的一大期待
是男篮通过比赛磨合好队伍。总
体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无论是

“红蓝两队”，还是“合二为一”，中
国男篮先后近40名球员参与亚太
区预选赛比赛，涌现出阿不都沙
拉木、吴前、赵睿、于德豪等一
批优秀年轻选手。更多年轻球员
打上了更多国际级比赛，对他们
来说是一个宝贵的锻炼机会，也

有利于国家队未来发展。
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中

国男篮的目标就是拿到好成绩，
获得直通东京奥运的门票。通过
预选赛，男篮在易建联、周琦等
队员带领下，逐步增加了队伍配
合默契度，这让我们对男篮在世
界杯上的表现有了更多期待。

另一个期待是中国篮球产业
在男篮世界杯上的“表现”。应该
说，篮球在中国还是很普及的项
目。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仅中
国篮球协会主办的三人篮球赛，
其参赛球队就达到了 9.2万支，参
赛人数超过 50 万。此外，由于
NBA的带动作用，篮球运动和嘻
哈、街头、潮流文化等跨界融
合，成为深受中国年轻群体欢迎

的运动。这样好的群众基础，怎
么引导好？男篮世界杯是一个很
好的“催化剂”，能带动中国篮
球产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不过，这其中需要解决的问
题还是很多的。比如，对于举办
这样高水平的篮球赛事，国内众
多的篮球赛事怎么“取经”，逐
步融入更多元素，满足篮球迷的
胃口？比如，对于赛事版权，怎
么摆脱“我有什么就播什么”的
阶段，真正站在用户角度想问
题？比如，如何通过高水平赛事
打造自己的篮球明星？比如，如
何创新营销手段，创造更多适应
新生代观赛习惯的玩法和产品？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在这
场男篮世界杯前后着重考虑和准
备的，也是对中国篮球产业的一
次很好检验。

今年夏天，篮球迷的节日就
要来到了。要把这些期待变为惊
喜，需要我们勠力同心，抓住契
机，打破一些条条框框和所谓边
界。如此，我们必将在男篮世界
杯上收获更多惊喜。

期待男篮世界杯的惊喜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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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将重燃战火。经历了国家队的“动
荡”与冬歇期的调整，即将拉开帷幕的中超联赛承载了人们对中国足
球的关注和希望。

在近日举行的中超中甲联赛动员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今年联赛总的要求是更精彩、更职
业、更国际化。进入第16个年头的中超联赛，期待在自己的“花季”
助力中国足球绽放。

KHL昆仑鸿星结束本赛季征程KHL昆仑鸿星结束本赛季征程
本报电 征战大陆冰球联赛 （KHL） 的昆仑鸿星万

科龙队，近日在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2∶3不敌哈萨克
斯坦雪豹队，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轮比赛，阔别北京两年的昆仑鸿

星队坐镇首钢冰球馆，在回归北京的首场比赛中以 6∶3
击败远道而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上将队。当天的比
赛阵容中，主教练弗雷泽启用了大量中方球员。中国球
员英如镝打入了中国本土球员历史第一球。

据新华社电 19 岁的中国女网“小花”马姝玥近日在
德国阿尔滕基兴女子公开赛单打决赛中，以 6∶4、5∶7
和7∶5击败赛会2号种子、比利时选手玛丽娜，拿到个
人成人赛的首个冠军。

马姝玥的 WTA世界排名是第 318名，她的对手是第
189名。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8分钟，前两盘两人战成1∶1。
决胜盘马姝玥一度以 4∶1 领先，但玛丽娜打出一波强
攻，将比分追成5∶5。不过，马姝玥此后没有再给对手

机会，她连下两局，以7∶5取胜。
“来到第三盘，我把一发成功率提高了一些，在紧张

的时候还是挺敢发力打的，没有虚。尽管5∶5以后打了
几个平分，但我还是占先并且赢下这一局。等我以6∶5
领先之后，对手就虚了。”赛后马姝玥说。

本项赛事是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世界网球巡
回赛系列赛事，总奖金为 2.5 万美元 （约合 16.7 万元
人民币）。

女网“小花”马姝玥夺得成人赛首冠

翟晓川在比赛中带球突破。新华社发

刘国梁 （后排左五） 与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教练组成员合影后谈笑。
新华社记者 陶希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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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永 张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