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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足联确认

中国将申办2019年亚洲杯

昨日亚足联官网发布消息称， 包括中

国等8个国家将申办2019年亚洲杯。亚足联

将在9月10日召开一个为期两天的2019年

亚洲杯申办研讨会， 届时将邀请包括中国

在内的8个国家的足协参加。

亚足联称，最初有意申办2019年亚洲杯

的国家有11个，但随着马来西亚、缅甸和黎

巴嫩的退出，申办国家只剩下中国、巴林、伊

朗、科威特、阿曼、沙特、泰国和阿联酋。亚足

联规定的提交2019年亚洲杯申办文件日期

已经延长到8月31日，届时，各个申办协会需

要与亚足联正式签署申办协议，同时提供政

府担保协议和申办候选城市的文案。按照程

序，亚足联将在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对各

个申办国的软硬件进行考察。

又讯

昨日《现代快报》爆料称，在江

苏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甲组中， 镇江

队与南通队打成5比5之后携手晋级半决

赛，被淘汰的常州队领队王国元直言，他们

赛前就知道5比5的比分了。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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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NBA官方正式公布了2013

至2014赛季常规赛的全部赛程， 同时

也公布了全美直播表。 揭幕战是卫冕

冠军热队在主场迎战公牛， 而在休赛

期引入霍华德的火箭大受转播商青

睐，新赛季将获得26场全美直播，比上

赛季多了20场。

NBA2013至2014赛季将于北京时

间10月30日揭幕， 当天一共只安排了

两场比赛， 但这两场比赛都非常引人

关注， 位列NBA官网推荐的15场重头

戏前两名。揭幕战中，久违的罗斯或将

披挂上阵，带出公牛的最强阵容。首个

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为洛城德比湖人

VS快船， 谁是洛杉矶之王的连续剧又

将继续。每年的圣诞大战都是节日，新

赛季在圣诞节安排了5场豪华对决，其

中湖人将在主场迎战热队， 火箭作客

圣安东尼奥对阵马刺。

火箭因今夏引入霍华德而备受关

注， 其赛季将会遭遇20次背靠背比赛，

首场比赛将于11月1日主场迎战山猫，

常规赛收官战则是明年4月17日客场对

阵鹈鹕。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整理

两名裁判操控欧联杯

被终身禁止执法

亚美尼亚足协在当地时间本周二宣

布， 对在欧联杯比赛中有操控比赛行为两

名亚美尼亚籍裁判阿尔森扬和阿瓦戈扬处

以终身禁止执法的处罚。

在本赛季欧联杯资格赛第一轮芬兰图

尔库国际队与法罗群岛维京人戈塔队的比

赛中，两队各获得一个点球，但裁判的判罚

都较为勉强。 而执法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都

来自亚美尼亚，其中阿尔森扬是当值主裁，

而阿瓦戈扬则是助理裁判。

赛后经欧足联和亚美尼亚足协调查，

有人在这场比赛中下注30万欧元， 投注两

支球队都能进球。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

尔森扬判罚的两个点球中有一个踢飞了，

比赛最终以维京人戈塔队1比0获胜而结

束，这30万欧元的投注也打了水漂。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又一次见到姚明， 大个子最近身

体有些不舒服，在现场不时咳嗽几声，

但为了参加中美篮球学校教练培训活

动， 他还是顶着40多度的高温来到了

上海交通大学。外面的太阳火热，谈起

中国男篮， 姚明脸上就像挂了冰霜一

样。“现在要我说中国男篮， 一句话说

错了就有可能被推向风口浪尖。”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国家队惨败的原

因， 大姚还是将目前中国篮球存在的问

题隐晦地抛了出来。“我们的篮球体系是

有些畸形的，校园篮球（大众篮球）与职

业篮球是两条平行线， 这种状态很难真

正地为职业篮球输送更多的人才。”

记者：

聚集到国家队的细节问题

上，刘炜终于用“离开”亚锦赛证明了

自己的价值， 我们喊发展后卫喊了这

么多年，却没有太多的进展，是联赛的

原因还是别的原因？

姚明：

后卫是篮球场上几个位置

中培养时间最长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

法抛弃现在这么功利， 这么急切的心

态，我们是培养不出好后卫的。

记者：

现在我们拥有了很好的条

件和设备， 也拥有受过国外高水平熏

陶的运动员，你预测一下，在多长时间

之内中国会出现下一位NBA运动员？

姚明：

刚才你也说过了，我们见过

很高很高（水平）的，但在中间这一段

我们却从来没有建设好过， 从体育系

统和教育系统的这两个部门的分离，

像两条平行线， 一直到我们对青少年

体育的一种支持和关注。 我们中间这

一块一直没有做好， 任何东西呈现哑

铃形态都不是很好。 所以，（进NBA）

挺难的。

据腾讯体育

阿联再次出场“热身”

昨日面对弱旅巴林队，中国队取

胜毫无悬念，比赛的焦点反而是休战4

场的易建联回归。 亚锦赛首战不敌韩

国队之后， 在抵达菲律宾前就有伤在

身的易建联开始高挂免战牌。 昨天是

淘汰赛前最后一次“测试”阵容的机

会，扬纳基斯让易建联首发，希望他能

为之后的淘汰赛“热身”。阿联没有让

扬纳基斯失望， 尽管全场出战时间不

到13分钟，还是高效地拿下了12分和6

个篮板，其中还有3个精彩的扣篮。

不过，易建联的伤仍是外界最担心

的。 昨天赛后他坦言：“伤对比赛还是

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刚刚恢复，在进行

转动和急停时仍感到不适。” 明天，亚

锦赛淘汰赛就要打响，每一场都是生死

战，易建联只剩下一天的休息，他表示

会利用休息日尽量恢复，“前面的比赛

都没有发挥出我们的水平，明天对我们

非常重要，希望能好好准备。”

扬帅怒摔技术统计板

易建联的回归是中国队最好的消

息， 但目前中国队仍没有找到进攻的

手感。全场2分球43次出手只有24次命

中，三分球命中率也只有41%，前几场

一直发挥很差的孙悦继续梦游， 上场

13分多钟只得到2分。 尤其是第三节，

易建联作壁上观， 中国队投篮频频打

铁，还被对手抢断一次，一度打了4分

多钟，中国队只得到可怜的3分，而单

节竟然19比23输给巴林队4分。如此表

现令扬纳基斯气得跺脚， 将手中的技

术统计板狠狠砸在地板上！

扬纳基斯赛后表示，下半场队员有

所放松，“防守方面我们比之前做得更

好了，不过下半场打得很困难，大部分

队员在下半场有所放松。” 值得一提的

是，本场比赛李晓旭受伤，在场边冰敷

后还是坐着轮椅离开赛场，这让一直强

调“健康”的扬纳基斯仍有点担心。因

为自从热身赛开始中国队就一直被伤

病困扰， 尤其是绝对主力易建联受伤，

现在李晓旭又扭伤脚踝还需进一步诊

断，对此扬纳基斯也很无奈：“我希望每

个人都有上场机会，不过今天我们的运

气不好，要看看明天李晓旭的伤势怎么

样。我想我们能够健康地迎来淘汰赛。”

卫冕冠军进决赛？难！

中国队复赛三战全胜晋级八强后，

将在明天的1/4决赛中迎战中华台北队。

中华台北队在此次亚锦赛中表现抢眼，

昆西·戴维斯堪称比赛最佳归化球员，而

球队此前已豪取5连胜，昨天以3分之差

惜败于卡塔尔队， 是他们吃到的首场败

仗。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比较熟悉，因为

对方阵中有一半球员在CBA打球。 论整

体实力，中国队应在中华台北队之上，中

华台北队主力控卫李学林意外受伤，也

让其实力大打折扣。另外，两队自1987年

以来10次亚锦赛交手，中国队全部取胜。

因此，中国队晋级四强的希望极大。

不过，中国队的卫冕之路仍非常艰

难，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在本周六半决

赛的对手将是伊朗队。 伊朗队以F组第

一晋级八强后， 他们的对手是约旦队。

约旦队在2011年武汉亚锦赛1/4决赛中

意外击败夺冠呼声极高的伊朗队，这一

次伊朗队希望复仇。伊朗队目前已经将

半决赛的对手锁定中国队，球队已下达

封口令，再次遇到中国队之前，任何队

员不得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小组赛中

国队对阵伊朗队创下亚锦赛三大耻辱

得分纪录，目前外界并不看好低迷的卫

冕冠军能晋级决赛。

姚明：年轻球员难进NBA

足协杯 辽足“不抵抗”出局

成都商报讯（记者 胡敏娟）

昨晚，2013

中国足协杯1/4决赛拉开大幕，贵州人和坐

镇主场迎来全替补阵容出战的辽宁宏运。

最终，决定“不抵抗”的辽足0比4惨败。

在上一轮足协杯的比赛中， 全主力阵

容出战的辽足5球大胜天津，随后却在联赛

中用替补迎战天津并输给了对手。 当所有

人都以为宏运志在杯赛的时候，本轮比赛，

宏运却又以“保级”为由全替补出战。宏运

高层表示，“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形势作

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而已。”

在其他3场比赛中，江苏舜天1比2大连

阿尔滨、北京国安5比2青岛中能、广州恒大2

比2杭州绿城（点球大战5比3，恒大晋级）。

NBA新赛季赛程昨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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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帅不满男篮表现 图据

Osports

只靠易建联 进决赛都很悬

男篮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明日开战 中国队将对阵中华台北队

阿联的伤病仍令人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