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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凭表现“征服”希丁克

能用西班牙语和教练交流

首战老挝队，国奥队并未表现出
太高水准，林良铭说道：“主要是天气
不适应，这里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当然，我们队伍先前在曼谷集训，那
里的天气跟这里差不多，但感觉还是
这里要热一些。而像这种大叶草，以
前在广州那边踢球时，一直就是这种
草坪，可已经很久没有在这种草坪上
踢了，所以还是有点不适应。”

万州四国赛后，国奥队进行了
长期集训，但林良铭直到2月26日
才与球队在泰国汇合。他表示，“在
万州集训结束之后，希丁克告诉我
中间的集训不会让我奔波，会在泰
国、马来西亚拉练时再让我归队，希
望我在西班牙好好保持状态。”

在泰国与国奥队汇合之前，林
良铭仅参加过国奥队的荷兰集训和
万州的集训，但他以自己的表现“征
服了”希丁克，长期留洋让林良铭能
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能和希丁
克无障碍地交流。林良铭透露，希丁
克是通过他在西班牙的比赛录像决
定把他召入国奥队的。

二
中国不具备亚洲前三实力
但不代表我们没有机会

虽然首战国奥队5比0大胜了老

挝队，但希丁克却给国奥队降温，他表
示国奥队不是出线热门，理由是这批
队员平时的实战锻炼太少。林良铭说
道：“大家可能觉得小组赛对手都很
弱，但我觉得这是相对的，对手看我们
可能也不会觉得很强，如果我们摆不
正自己的位置，就会非常危险。”

根据规则，11个小组头名和4个
成绩最好的小组次名晋级东京奥运
第二阶段预选赛，因此除了取胜，争
取更多的净胜球同样重要。首轮小组
赛其他各组的强队大开杀戒，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沙特、阿联酋、泰国
等队都大比分取胜，因此中国队在
老挝队身上拿到的5个进球并不富
裕。林良铭表示，“第一场打完之后，
大家信心肯定是上来了，第二场也
顺利拿下菲律宾，最重要的就是最
后一场与马来西亚队的比赛。”

对于国奥队的出线前景，林良
铭说道：“客观而言，中国还不足以
具备亚洲前三的实力，但这不并不
代表我们没有机会。相对对手，我们
现在这个阶段更加关注自身吧。”

三
按球员身体情况安排训练计划
非常科学合理 也很有效果

希丁克率领队伍必须打进第二
阶段比赛，他才能拿到下一期的工
作合同。此前国奥队在泰国封闭训
练了半个多月，一方面是适应东南
亚的气候，另一方面是寻找比赛节
奏，而且后期训练强度隔一天一次

上量，也与比赛相同，应该说准备工
作做得非常充分。

林良铭说道：“希丁克非常注重
训练的质量、效率。我们的训练质量非
常高，每堂训练课结束后，或者比赛后
教练组会对每一个队员进行询问，看
看身体状况如何，有没有哪里不舒
服。通过了解球员的身体情况来安排
训练的强度和量，非常科学合理。”

林良铭认为整个队伍状态会慢
慢往上走，一场比一场好：“从上一
场比赛来看，我们队打完之后，没有
球员出现抽筋情况，这就很说明问
题，训练是有效果的。希丁克执教过
世界上很多顶级球员，我们必须承
认中国球员跟他们的差距。但我们
也不能自暴自弃，必须努力追赶。”

四
有中超球队联系过自己
但还想在西班牙继续闯

在俱乐部，林良铭的位置从边
锋调整到了前腰，而在国奥，林良铭
的位置并不固定，他认为自己能适
应左右边锋的位置，但具体还得看

希丁克的安排。足协U23政策使97
年龄段的球员成为了“香饽饽”，林
良铭与阿尔梅里亚的租借合同将在
今年夏天结束，但林良铭与皇马的
合同还未结束，林良铭表示：“有中
超球队联系过我，但我想在西班牙
继续闯下去，之后的规划还要看皇
马俱乐部的态度。”

张玉宁和林良铭从国青时就在
一起踢球，是多年的老朋友。留洋期
间，两人不时会相聚。对于张玉宁回
到中超，林良铭说道：“我要祝贺张
玉宁，坚持是一种美德，放弃并不代
表逃避。在北京国安，张玉宁能得到
机会来提升自己。再过几年，他实力
上一个台阶，也许又会继续追梦，武
磊现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同在西班牙，但林良铭暂
时还没有去现场看过武磊的比赛，

“我在电视上看过，踢得很棒，中国
足球需要我们这样的年轻球员留洋
学习高水平足球。也更需要武磊这
种能在五大联赛登场的球员来为中
国足球正名。我们在俱乐部学习踢
球，但国家队就是考场，我对自己的
要求就是在国字号的视野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NBA 激战正酣，但巨星们的风
头马上就要被另一群打篮球的年轻
人抢走。近日，NCAA美国大学男篮
全国锦标赛拉开战幕，由于该项大
学篮球赛事会在每年3月让全美陷
入疯狂，故而得名“疯狂三月”。

除了激烈的比赛，充满天赋的
未来之星的表现之外，“疯狂三月”
之所以万众瞩目，还因为背后牵涉
到的巨额赌资。根据美国博彩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NCAA 疯狂
三月，将会吸引大约 5000 万美国人
投下 85 亿的赌资，光是填晋级表
（braket）这一种博彩方式，就会有
4700万人投注46亿美元。

“疯狂三月”为何如此疯狂？

根据《福布斯》在2017年的评估
显示，NCAA 全国男篮锦标赛四强
赛具有 1.55 亿美金品牌价值，在全
球最有商业价值的体育赛事中排名
第六，在排行榜上仅次于超级碗、夏
季与冬季奥运会、世界杯和摔角，而
NBA排在第十。那么，疯狂三月为何
这样疯狂？除了美国深厚的篮球基
础之外，NCAA 美国大学男篮全国
锦标赛独特的赛制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这是一个单败淘汰赛制的比赛，
一场定胜负，每一场比赛结束，获胜
的球队立刻晋级，输了的球队则得
打包回家。

“疯狂三月”对于美国博彩业而
言，简直就是一场狂欢。在“疯狂三
月”期间，几乎全美国的人都会参与

到各种各样针对 NCAA 的赌局中
来。根据美国博彩协会 2016 年发布
了一份报告显示，2016 年 NCAA 疯

狂三月期间，全美国一共有 7000 万
个“赌局”产生。即使按每个赌局平
均3个人参加来计算，也有2.1亿人

次参与到其中，就连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都投身这场狂欢当中，真正的

“全民皆赌”。

“赌局”有多豪？每年近百亿美元

关于NCAA的赌博方式多种多
样，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填晋级
表（braket），就是根据比赛对阵图，
填写全部63场比赛的结果。根据美
国博彩协会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2016 年 NCAA 疯狂三月玩
braket 的全国下注总金额达到了 92
亿美金，而今年美国博彩协会的预
计有所下降，整个疯狂三月期间，将
会吸引大约 5000 万美国人投下 85
亿美元赌资，其中有 4700 万人投注
46亿美元选择braket这种方式。

有意思的是，这价值近百亿，数
量高达7000 万个的“赌局”中，唯一
合 法 的 只 有 Nevada Sports Books
（内华达体彩），但根据Business In-
sider2016 年报道，在这 92 亿的赌资
中，只有百分之三，也就是 2.62 亿，
是通过 Nevada Sports Books 进行
下注，其他绝大部分都处于属于违
法，或者说是打擦边球。

按照美国博彩协会的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杰夫·弗里曼的说法，“如
果按照我们现有的、与体育博彩相
关的法律，几千万美国人将被我们
定义成罪犯……”庞大的群体，就如
同脱缰的野马，想要阻止是不可能
的，美国执法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巴菲特“悬赏”10亿，无人中大奖

至于怎样才能赢钱，不同的赌
局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比 如 Nevada
Sports Books 就要求必须猜中全部
63场比赛，才能拿到最后的奖金。但
NCAA 整体水平很高，进入 64 强的
球队与球队之间水平差距不大，再
加上年轻球员技术和心理都不稳
定，每年都有冷门产生，猜对全部比
赛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
从未有人完成这一项的挑战，最高
纪录为2017年的前39场全对。

“股神”巴菲特从2014年的疯狂
三月起，就“悬赏”10亿美元，他旗下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员工，如果
猜对全部比赛的结果，将可以获得
这笔巨奖，由公司分40年发放。但很
显然难度太大，一直没有人获奖。去
年，巴菲特为这个竞猜活动制定了
新的规则：如果有
人准确猜对了16强
的 比 赛 场 次 的 结
果，将在随后每年
获得 100 万美元奖
金。而如果巴菲特
力挺的两支家乡球
队：内布拉斯加州
的克赖顿或内布拉
斯加大学中有一所
进入了 16 强，获奖
者将获得每年 200
万美元的奖金。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何鹏楠

南宁的天空这两天下起了小雨，
而卡纳瓦罗带领的国足没有太多时间
回味输给泰国的悲伤，经过一天的短
暂休整后，又要投入中国的季军争夺
战中去。

中国队在首场中国杯比赛中0比
1不敌泰国队，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则0
比3完败给乌拉圭。25日下午，两支亚
洲对手将在本届杯赛中争夺季军，而
两位主帅库珀和卡纳瓦罗则将上演师
徒对决，库珀在2002年执教国际米兰
时，卡纳瓦罗当时正在球队中效力。首
场比赛取胜的乌拉圭和泰国队将于
25日晚上进行冠军争夺战。

国足必须为种子资格拼命

22日的中国杯比赛0比3完败给
乌拉圭队之后，库珀曾经在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被直接问到与卡纳瓦罗的师
徒之争谁将取胜的问题，阿根廷人明
显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非常
维护自己昔日的弟子，“执教中国队，
卡纳瓦罗只有很短的几天进行准备。”

在此前的发布会上，库珀曾预测
卡纳瓦罗具备足够的自律性，会成为
一名好教练，“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身上的纪律性，总是完成教练员布
置的所有任务。现在，他的角色发生转
换，他开始给队员们部署任务，纪律性
可以确保他成为一名很好的教练。如
果是作为两个教练相遇的话，我还是
想要战胜卡纳瓦罗。”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库珀也要力
争击败中国队，中国杯是正规的国际
A级赛，是要计算进国际足联积分排
名中的，这也会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
国际排名。而对国足来说，这个积分就
更重要了。在 0 比 1 输给了泰国队之
后，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积分排名方面
因此丢掉了6分多、近7分。而在这之
前一天，中国队未来竞争2022年世界
杯预选赛 40 强赛种子队身份最主要
的竞争对手伊拉克队战胜了叙利亚
队，拿到了近5分。从这个角度来说，
国足也必须为前八的种子席位拼了。

是否关乎卡纳瓦罗转正？

库珀在教练席上已经指挥了 26
年，经历了 12 支俱乐部和多支国家
队，而卡纳瓦罗2014年11月才首度执
教广州恒大，至今只有4年半时间。从
执教经验上看，卡纳瓦罗在库珀面前
还是不折不扣的“菜鸟”。

本届中国杯，如果说乌兹别克斯
坦首场比赛输给乌拉圭是实力不济，
那么第二场对阵中国集训队，如果库
珀继续输球，那就说不过去了。卡纳
瓦罗赢球的决心不比库珀小。尽管意
大利人屡屡强调足协是否让他转正，
与中国杯两场比赛的结果毫无关系，
但如果连续输给两个亚洲对手，卡纳
瓦罗和足协签约就少了底气。而另一
位外教、国奥队主帅希丁克在这两天
带领国奥在奥预赛第一阶段连续两
场大胜，第一阶段出线或许已经不是
问题。在这个时间点上，两位外教的
隔空 PK，如果卡纳瓦罗的国足两连
败也会不太好看。

另外，从泰国媒体传出消息称，
虽然带队在中国杯上击败国足，实现

“复仇”，但泰国队临时主帅西里萨克
并没有得到一份长期执教合同。泰国
足协表示，由于西里萨克目前还没有
获得亚足联和国际足联所需要的教
练资格证，短期之内不得不离开主帅
位置。西里萨克带领球队在亚洲杯和
中国杯上都有不俗表现，获得了球迷
的一致认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胡敏娟 发自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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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杯季军争夺战上演

师徒对决
库珀要拿下卡纳瓦罗

NCAA“疯狂三月”拉开战幕
一场85亿美金的赌博狂欢

豪取两连胜
多点开花，国奥8比0菲律宾

3月24日下午，在东京奥运会
预选赛小组赛第2轮的较量中，中
国国奥面对菲律宾国奥。上半场比
赛，单欢欢、胡靖航（2球）、黄聪和
林良铭4将建功。下半场，替补登场
的张玉宁梅开二度，加上单欢欢梅
开二度，最终中国国奥8比0大胜
菲律宾，取得2连胜。

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的林良
铭向记者表示：“第一场打完之后，
大家信心肯定是上来了，第二场也
顺利拿下菲律宾，当然最重要的就
是最后一场与马来西亚队的比赛。”

专访进球功臣林良铭：

国奥主帅希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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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美国大学男篮全国锦标赛近日拉开战幕

林良铭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