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协昨天宣布，武汉卓
尔主帅李铁将率队征战年底在
韩国举行的东亚杯，同时公布参
与首期集训的27人大名单。 这意
味着成年男足出现两支国家队，
一支由里皮挂帅征战世预赛亚
洲区40强赛；一支则由李铁带队
出战东亚杯。

足协在公告中称“男足选拔
队”，而非国家队二队。 这可以理
解为东亚杯虽是友谊赛性质的
比赛，但代表中国出战的只能是
国家队，在成年男足中并没有一
队二队之说。

从东亚杯的历史来看，日本
和韩国都曾派出二队甚至三队
出战，但在名义上派出的都是正
儿八经的国家队，带队的也是国
家队的主帅。

李铁也好， 选拔队也好，都
有些尴尬。 抛开身份不说，入选
球员虽然大多是边缘国脚，但实
际上很难再入选国家队。 里皮再
度执教国足以来，选人范围一直
相对固定；在40强赛的前三场比

赛中， 使用的阵容也基本一致。
入选选拔队的队员大多是已在
联赛中摸爬滚打过的中生代球
员，此后成为国家队中流砥柱的
机会不大，他们的使命很可能就
是为了应付东亚杯。

和日韩两队不同， 中国队还
没有派出二线球员征战东亚杯的
实力， 哪怕是里皮亲率主力阵容
出战， 面对日韩两队也没有必胜
的把握。 明知日韩不会派主力参
赛， 中国足协选择组建选拔队参
赛显然经过一番考量。 和国奥队
相比， 选拔队在经验和实力上都
有优势；和真正的国家队相比，派
选拔队不用背负那么多的心理压
力———毕竟也不是全主力。

即便面对日韩的二队，东亚
杯仍是很好的练兵舞台，国足也
曾在东亚杯上打出以3比0完胜
韩国队的经典之战，可现在却选
择放弃这次机会。 并非里皮亲
率，队员都是二线国脚，参加东
亚杯的意义还剩多少呢？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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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
道：中国篮协昨晚发出公告，聘请
杜锋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

篮协的公告称：“根据中国
男篮的现状及任务完成情况，并
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目标，
经征求意见， 中国篮协将对中国
男篮教练组进行调整， 聘请广东
宏远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杜锋担任
中国男篮主教练， 将组建新一届

中国男篮。 球队近期备战任务是
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 但更着眼
于2023年世界杯和 2024年奥运
会，甚至更长远的未来。 ”

作为本土年轻教练员， 杜锋
曾在2017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
男篮集训蓝队主教练， 带队参加
过亚洲杯、 世界杯预选赛等国际
赛事。 2013年， 杜锋担任广东宏
远男篮主教练， 先后带队赢得

2012-2013赛季和 2018-2019赛
季 CBA 联 赛 总 冠 军 ， 并 获 得
2018-2019赛季最佳教练员奖。
篮协表示：“感谢杜锋在中国男篮
困难时期勇于担当， 承担使命和
责任。 兼顾国家队和广东宏远队
主教练， 对杜锋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 相信他可以平衡好两个
角色。 感谢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对中国男篮的支持。 ”

对于带领中国男篮征战篮球
世界杯的李楠， 篮协表示：“感谢
李楠曾经在中国男篮主教练岗位
上的付出和奉献。 ”李楠则通过社
交媒体表示：“对于中国篮球，之
前由于纪律问题，一直没有发声，
确实欠大家一个交代。 在离任之
际， 我诚恳地向所有为中国男篮
失望过伤心过的人说一声： 对不
起。 ”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报
道：昨天，第126届广交会体育品
牌体验活动在广交会展馆9.0展
区展场举行启动仪式。

这项活动为期五天， 由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主办， 中国轻工工
艺品进出口商会和广东省体育局
协办， 旨在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
供多元化的互动体验， 展示体育
产品的特色魅力， 助力企业宣传
推介、提升品牌影响力，并促进供
采对接。 活动吸引到众多国内体
育品牌企业、 体育俱乐部和商会
参与；活动形式丰富新颖，除体育
品牌展示外，还设有中心舞台、篮
球区、攀岩区、极限运动区、乒乓
球区、水吧等等。主办方希望通过
精彩的比赛和表演， 生动地展现
产品的特点，增强客商体验感，更
好地助推展览成效。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文
仲亮表示， 举办体育品牌体验活
动是广交会创新产品展示与客户
体验、 与当前国际展览潮流同步
的举措； 通过体验活动扩大相关
体育品牌产品的行业影响力，同
时为广交会相关展区吸引更多国
内外采购商，创造更多商机。

今天19时30分 ，2019-2020
赛季CBA联赛在东莞篮球中心
拉开帷幕，广东队与辽宁队上演
揭幕战（央视体育频道 、广东体
育频道直播）。

经过夏季的调整， 新赛季各
队实力更为接近，实力处于“中
间层”的队伍或许会冲出越来越
多的黑马 ， 而南粤三军广东宏
远、深圳马可波罗和时代中国广
州各有目标，都寻求突破。

粤新辽仍是争冠集团
尽管许多队伍在休赛期招兵

买马， 实力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但争冠队伍仍为广东、辽宁和新
疆三支老牌强队。

“九冠王”广东队或许是休赛
期中动静最小的队伍之一，上赛
季的夺冠阵容几乎没有变化，只
是孟铎转会回到老东家深圳队，
从二队抽调几名青年球员到一
队。 稳定是卫冕冠军最大的优
势，外援布鲁克斯、威姆斯没有
磨合的问题，易建联的状态从男
篮世界杯来看一如既往地稳定，
任骏飞、 周鹏成为全队的脊梁，
赵睿、胡明轩、曾繁日、徐杰等年
轻球员飞速成长，广东队仍在上
升的通道中。

最让人担心的是周鹏。 他在

备战世界杯时意外受伤， 伤愈期
不会太短， 将缺席常规赛的前半
段， 这对全队攻防、 尤其是防守
影响很大。 此外，阿联的年纪、任
骏飞的老伤，以及略显“单薄”的
内线，都是广东队的“弱点”。

新疆队和辽宁队赛季前大幅
度补强。 新疆队迎来周琦回归，
内线如虎添翼； 齐麟、 西尔扎提
等青年球员填补老将李根、 孙桐
林离队后留下的空缺， 阵容进一
步年轻化； 外援伊恩·克拉克的
加盟为外线火力提供充分保证。
辽宁队保留上赛季的阵容框架，
外援则用身材更高大、更年轻的
斯蒂芬森替换老将哈德森。 在季
前赛， 斯蒂芬森就已展现出色的
得分能力。

在冲冠的道路上， 广东队在
挖潜， 辽宁队需磨合， 新疆队要
合力———谁处理得更好， 谁就掌
握主动。

深穗两队争进季后赛
实力处于“中间层”的队伍大

幅增加，其中又分成“冲击四强”
和“冲击季后赛”两个档次。

上海队动作颇大， 签下莫泰
尤纳斯、李根、张春军等强援，实
力有比较明显的上升。 北京队得
到林书豪， 再签下悍将尤度，内

线孱弱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广
厦队上赛季一度打得风生水起，
但后来双外援各有问题， 全队的
战斗力下降明显， 本赛季请来外
援阿隆·杰克逊、雷诺兹，辅以赵
岩昊、孙铭徽、胡金秋等“三少”，
实力只升不降。“青年近卫军”浙
江队除了外援以兰兹博格替代汉
斯布鲁外， 其余人员没有变化，
他们上赛季冲击力之强悍有目共
睹， 本赛季将更成熟。 这几支队
伍基本季后赛无忧， 甚至有冲击
四强的实力。

上赛季季后赛资格的争夺直
到最后一轮方见分晓， 本赛季只
会更为激烈。 福建、吉林、山西、
北控、江苏、四川、山东、广州等
队都有冲击季后赛的实力。

深圳马可波罗队提出“保四
争二” 的目标， 时代中国广州队
则以冲进季后赛为目标。 深圳队
上个赛季球队打出有史以来最好
的常规赛成绩：33胜13负排名第
四， 可惜在季后赛半决赛阶段不
敌广东宏远队。 本赛季深圳队的
阵容颇为“可观”：本土实力球队
有李慕豪、 沈梓捷、 于德豪等新
老国手， 外援则签下前山西外援
穆罕默德和前北控外援杰克逊。
本土内线球员实力强劲， 深圳队
选择外线和锋线外援各一名以补
充实力。 在前不久的“非凡12”赛

上， 深圳队新双外援配搭本土球
员， 打出令人惊讶的快打旋风，
曾领先卫冕冠军日本的琉球帝王
队40多分。

深圳队具备再度冲击前四的
实力， 不利的是分在有北京队、
上海队、 广州队和北控队的“死
亡之组”， 在常规赛取得像上赛
季那样的好成绩并不容易。

广州队上赛季常规赛 23胜
23负，以第13名的成绩无缘季后
赛。 和去年相比， 今年夏天广州
队动静小许多， 签下上赛季效力
于福建队的大外援尼克尔森———
上赛季贡献26.9分、9个篮板和2
次助攻。 他技术全面， 作为内线
球员， 有一定的三分球能力，上
赛季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5%。 个
人能力出色的弗格却没能留下，
而是签下效力于意大利球队的凯
弗·赛克斯。 他上赛季在意大利
联赛场均得到17.1分、3.6个篮板
和4.1次助攻。 不过，上赛季场均
8.1分、3.4个篮板的鞠明欣、11.6
分、3.4次助攻的西热力江离队。

人员没有明显补强， 广州队
要做好内部挖潜， 发挥郑准、张
永鹏、 陈盈骏等老队员的传帮带
作用。 如果能打好与同组对手之
间的比赛， 打进季后赛也并非遥
不可及。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
道：CBA公司昨天与长隆集团在
珠海签约， 长隆集团成为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的官
方合作伙伴。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备忘
录，CBA的 IP将在长隆旅游度假
园区展现， 游客将在长隆园区接
触到CBA元素 。 长隆集团将与
CBA加强青少年合作， 包括共同
打造“小小CBA”项目，通过“少
年CBA” 等活动打造少儿篮球培
训和赛事。 长隆集团将篮球文化
植入长隆度假区， 还计划通过联
合CBA全新公益平台开展主题公
益活动等。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CBA联
盟董事长姚明表示，CBA新赛季
是CBA联盟推动CBA2.0升级计
划后的第一个赛季。 CBA将努力
打造一个成功的赛季， 期待通过
与长隆的多方位合作， 为球迷提
供更贴心的体验和服务。

今天15时30分展开的中
超联赛第25轮补赛，理论上还
有保级危机的广州富力客战
理论上还有保级希望的北京
人和（广东体育频道直播）。

富力队主帅斯托伊科维奇
要求全队不能再错失保级机
会。 从积分排名来看，富力队
面 对 本 赛 季 中 超 最 弱 的 对
手———北京人和 26轮联赛仅
积13分， 近14场比赛只拿到2
分，锋线无法进球成为其无解
的难题。 上轮联赛，北京人和
战平天津天海，避免提前降级
的悲剧；但联赛还剩三轮仍落
后倒数第三名的天津天海 9
分，保级也只剩下理论上的可
能。 上轮比赛，人和队还付出
主力球员张晨龙骨折、外援马
西卡腿部受伤的代价。

富力队连续两轮联赛错失
抢分机会，实现提前保级的目

标一拖再拖。 不过上轮比赛，
斯帅启用小快灵的中场，进攻
有起色，而且中场大将登贝莱
此役复出。 前锋扎哈维打入一
球，追平艾克森保持的中超联
赛个人单赛季进球纪录，势必
一鼓作气争取打破纪录 。 不
过，斯帅提醒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为保级做最后一搏的北
京人和，很可能爆发惊人的力
量。 对富力队来讲，必须做好
艰苦一战的准备。 ”

昨天国足公布东亚杯集训
名单，本赛季为富力队出场26
次、贡献8次助攻的唐淼入选。
斯帅表示：“我认为他更早之
前就应该选进国家队，我唯一
搞不懂的是，中国足球到底有
多少支国家队， 唐淼是进了B
队吧，那么中国队有C队吗？ 我
也不知道。 ”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杜锋执教国家男篮
前主帅李楠在离任之际表示“对不起”

中超·前瞻

客战人和，富力抢分保级

广交会体育品牌
体验活动启动

CBA与长隆集团联手

CBA·前瞻 新赛季今晚揭幕，各队实力更加接近

南粤三军目标明确

记者
观察 尴尬的李铁

尴尬的选拔队
体坛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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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帅出差来到这座城市，坐
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累得直不起
腰， 下了火车就被早就联系好的宾
馆来车直接拉到了宾馆。看看手表，
已经是傍晚七点多， 柳士帅对此地
人生地不熟， 平日他都要买上几注
彩票， 可今天他怕出去一时找不到
售卖彩票的地方而误事， 便拿起手
机给女友打电话， 想让女友帮自己
买几注。 电话拨打过去， 先是发出
“嘟” 的一声， 然后出现语音提示：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

柳士帅想， 前几天和女友吵架，
女友提出分手，之前他总认为是女友
在耍小脾气， 过几天哄哄她就好啦，
可今天电话出现这种声音，会不会是
女友把他的电话拉入了黑名单。 他又
试着给女友发微信，同样也是发不过
去，他这才确认，是女友把自己的电
话拉黑了，就连他的微信也删除了。

不过，柳士帅想，毕竟恋爱了两
年时间， 就算女友真的铁了心要和
他分手， 帮他买几注彩票这种举手

之劳的事应该不会拒绝，而且，女友
所在的小区门前就有一家彩票投注
站。他记得女友曾经说过，她的电子
邮箱是名字的拼音字母， 而且电子
邮箱和手机绑定， 只要接收到电子
邮件，手机上就会立刻显示。

邮件写好了，可他没想到的是，
一不小心把女友张宁电子邮箱的拼
音字母中的“宁”的拼音“ning”误写
成了“ling”，然后就点击了发送。

（杨进峰）

中国体育彩票·2019 广东省三
人篮球联赛于 10 月 26 日正式打响
以来， 精彩激烈的比赛在省内各赛
区火热上演，目前，韶关、茂名、清
远等赛区已结束城市预选赛。

据悉，本届赛事分为四个阶段，
首阶段城市预选赛在全省 22 个分
赛区全面展开 。 来自全省各地的
810 支参赛队伍捉对厮杀， 全力奋
战，争夺省级分站赛的参赛资格。在
率先进行预选赛的韶关、 茂名和清
远赛区中， 不少队伍都展现出了良
好的比赛状态和战术素养， 给现场
观众带来了上佳的观赛感受。

在各市、 区协办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 比赛举行顺利， 现场赛况激
烈，观众气氛高涨。 精彩的赛事加上
现场互动， 凝聚起参赛队员和观众
们的篮球热情， 并传递到各主办城
市之中。

为此，广东体彩设计开发了“粤
战越勇”篮球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
预计该系列即开型彩票将于 11 月
中旬在广东上市， 届时广大群众可
以体验到篮球运动与彩票刮奖有机
结合的乐趣。

据了解，韶关、茂名和清远赛区
已于10月27日结束城市预选赛。 其他
赛区的比赛将于11月2日至3日，11月
9日至10日陆续进行。 （安颖 赵颖）

羊城晚报记者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继
去年首次亮相北京马拉松博览会后，中国体
育彩票在 25 周年之际，将再次参展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举行的 2019 北马博览
会。 本届北马博览会体育彩票展厅，除了向
广大跑者介绍体彩的发展历史、 公益成就
外，还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顶呱刮
即开彩票体验、北马选手体质检测、健身展
示和有奖答题等娱乐互动活动，为跑者和健
身爱好者带来三天的快乐体验。

据预计， 今年博览会观众人数将达到 3
万余人。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体育彩票的品
牌形象和公益成就， 今年体彩展区设置在
A09 展位，面积达到 204 平米。为了保证展位
利用率的最大化， 体彩展区不仅采用四面开
放的设计格局， 距离运动员物品发放区更是
只有 76 米，将最大限度地辐射国内外参赛选
手和众多路跑爱好者。 展位将分为四大功能
区域，包括体彩历史及成就、北马选手体质检
测、健身健美炫动体彩和体彩顶呱刮体验区。
同时为回馈北马选手，在体育彩票体验区，选
手可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 参与答题及现场
相框合影集赞的方式获取体彩奖品。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的体彩展厅将给万
千跑者送来“专属福利”，将推出由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科研所专家团队领衔的“北马选手
体质检测套餐”。 然后再由运动专家给出专
业“整改意见”和“运动处方”，为跑者提供专
业身体评估服务和帮助完善体能训练方案。

� （安颖 关言）

体彩再参展北马博览会
将回馈选手送专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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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杯3人篮球赛三地城市预选赛精彩落幕

大小均衡
和值平稳

金
手
指

大乐透：前区：大小号均衡，
大小比关注 3：2 或 2：3。 和值平
稳， 关注 85—115 之间。 奇数热
出，关注奇偶比 3：2 防 4：1。 012

路关注：1：2：2。连号淡出，关注散
号。 后区首防双小、双奇组合，次
防双大、双奇组合。

七 星 彩 ：149—852—034—
320—648—162—779。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266、
703、928。

排 列 5： 精 选 号 码 三 注 ：
14015、71259、04862。 （安颖）

深深圳一站独中超级大乐透
二二等等奖奖也也疯疯狂狂！！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插图 采采

10月 26日 ，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9122期开奖，全国开出1注1800万
元追加头奖，落在四川。深圳一站点
独中6注二等奖，票面总奖金492万
多元。 目前，大乐透有高达23.2亿

元的奖池金滚存至周六开奖
的第19125期头奖奖池。

444449999922222万万万万万元元元元元
彩
民
故
事

———析体彩玩法走势

图里有“宝”可微信扫描

深圳一站独中6注二等奖
大乐透第19122期前区开出号码

“05、19、25、31、33”， 后区开出号码
“10、11”。 当期全国共开出1注一等
奖， 单注奖金为1800万元 （含800万
元追加奖金），落户四川。 数据显示，
四川中出的该注 1800万元出自成
都，中奖彩票为一张1注号码、3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

同 期 二 等 奖
开出65注，单注奖
金 80 . 06万余元 ；
其中 15注采用追
加投注 ， 每注多
得 奖 金 64 . 05 万

余元 。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 144 . 12万元 。 广东彩民中出 11
注基本投注二等奖， 其中深圳市
一站点独中 6注 ，分别落在两张投
注号码相同的复式票上， 单票奖
金246万多元 。 二等奖奖金竟然也
接近 500万元 ，真是相当疯狂！ 据
悉 ，这两张彩票出票间隔不到 2分
钟 ， 根据以往的经验 ，总计 492万
多元奖金极有可能被一人独中。

单期又送2注1000万元
10月30日，体彩大乐透第19124

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07、17、26、
27、30”，后区开出号码“06、12”。 结
果，当期全国开出2注一等奖。 2注均

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分落
山东、广西。

数 据 显 示 ， 广 西 中 出 的 1 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防城
港， 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
票。 山东中出的1注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出自泰安市，中奖彩票也是
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当期二等奖中出99注， 单注奖金
41.34万元。 其中39注为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33.07万元。 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74.42万元。

奖池方面， 本期开奖结束后，有
高达23.2亿元的奖池金滚存至周六
开奖的第19125期头奖奖池中， 大家
可以凭借2元冲击1000万元，3元更
可以冲击18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