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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 15时 15分，广
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与傲胜股份
签约，前者又一次为其旗下的
品牌联赛——广东省五人足球
甲 级（粤 甲）、乙 级 联 赛（粤
乙）、暨广东省粤女五甲联赛
（粤女五甲）签下独家冠名赞
助商。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
孝五选定这个吉时，恐怕也是
因为其名字中有个“五”字，这
不仅是他的幸运数字，而且寄
托了他对这项赛事的期盼。毕
竟粤甲从 2012年开始已办了
九 届 ，粤 女 五 甲 也 已 办 了 八
届，谈及走过的社会办赛艰辛
历程，超级能侃的刘孝五一说
起就停不下来。

限定室内？
因翻译错造成的误区

国内的五人足球赛最早被
称为“室内五人足球赛”，毕竟
世界、洲际甚至广东五人足球协
会旗下最高级别的粤超联赛都
是踢室内场，因此这样的称谓似
乎有道理。可是后来有人称之
为“笼式五人足球赛”，就让人
啼笑皆非了。

这些称谓是从葡萄牙语翻
译过来的。为此，刘孝五曾当面
请教中国五人足球队的主教练、
曾获得欧洲五人足球最佳教练
荣誉的葡萄牙人安德烈。他的
回答是，葡语的称谓并无室内的
意思，只是一个范围的限定，意
思不让球飞得太远。很明显，将
五人足球限定在室内是由翻译
错误造成的误区。

因此，粤甲创办后就在室
外比赛，在人工草上踢。刘孝
五说，由于绝大多数人工草球
场都非国有，私人老板一开始
是收租金的，但很快就开始免
租。原因是举办过粤甲比赛的
人工草球场出租率会直线上

升，比赛成为这些场地的活招
牌，这项比赛的体育产业效应
开始得到体现。

用人工草？
取代天然草已成趋势

但新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刘孝五曾经当过多年太阳神足
球俱乐部总经理，该队的主教练
麦超曾要求他下禁令——绝不
要让球员到人造草上踢球，因为
会伤膝盖或踝关节。那时的人
造草的质量很差，球员容易受
伤，确实是个大问题。

不过近几年，人工草的制造
技术突飞猛进，质量也今非昔
比。上届在加拿大举行的女足
世界杯已全部使用人工草，取代
天然草已成为趋势。

刘孝五说，人工草除了比天
然草更环保、成本更低之外，铺
设起来也更简便，可以见缝插
针，现在很多球场都是利用旧仓
库、旧厂房建的，有些甚至建在
很难作为店铺的四五层楼上。
在这些球场踢球不仅风雨无阻，
而且租金较低，这反过来又推动
了五人足球的普及。

国内第一，
男女赛事齐头并进

粤乙联赛是今年新设的，为
何也称第九届呢？对此刘孝五
回答说，这是广东五人足球赛制
不断改进的必然结果。

粤甲既然是联赛，赛制就必
须是循环赛，16支队单循环下来
就是15场，最初是每周踢一轮，
时间就会拖得很长。由于参赛者
都是业余球员，都有自身的职业，
因而拖不起。更何况，省内一些
离广州路程较远的球队，有时候
为踢一场球要驱车400多公里。
为了争胜，这些队多是主力从头
踢到尾，替补球员鲜有上场机会，
这样既影响他们参赛的积极性，
也有悖于创办这项赛事的初衷。

经过反复考虑，省五人足球
协会从第二届粤甲开始，提出改
一周一轮为一周两轮，好处是既
降低了球员参赛的成本，又给了
替补球员参赛的机会。毕竟比
赛在周末进行，两轮中间仅间隔
1小时，靠五人包打天下会体力
不 支 ，势 必 要 增 加“ 板 凳 深
度”。征求16队参赛意见时，有

15队都认为非常满意，只有佛
山队的回答是“无所谓”，那也
就是不反对，结果就这么办了！

那么两轮比赛之间的 1小
时间歇时间干什么呢？这就催
生出了粤女五甲联赛，而且还能
活跃赛场气氛，男女搭配、踢球
不累。这也是粤女五甲比粤甲
少一届的原因。

新设的粤乙就是从粤甲的
后八名分离出来的，按每周踢两
轮，八队单循环就是七轮，再加
上前四名淘汰赛的两轮，共总踢
九轮，耗时不足三个月，这是经
实践检验的最理想的赛程。

谈及广东五人足球各级联
赛走过的历程，刘孝五说：“由广
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指导，粤超公
司主办五人足球各级联赛，虽然
充满艰辛，但成果也非常丰硕。
广东已经形成九级联赛（省三
级、市三级、县三级）、杯赛已踢
十年十届、女子的全省联赛也已
经进入到第八届，并且实现制度
化、常态化、等级化、市场化、男
女赛事齐头并进。这在国内排
第一，已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
区域草根足球联赛。”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尔夫专区高

美巡赛18冠得主麦克罗伊
重新上量健身了！这位北爱尔
兰名将之所以“吃回头草”，主
要是受了德尚博的“刺激”。

麦克罗伊首夺大满贯时偏
瘦，登顶男子世界排名第一后开
始刻意健身——在家里搞了健
身房、请了私人健身教练、制订
每天的力量训练计划。此后他
的肌肉练得棱角分明，但世界排
名却滑落了下来，2014年美国
PGA锦标赛实现个人职业生涯
第四场大满贯胜利后，小麦的大
满贯冠军荒持续至今，已长达六
年，因此他一度怀疑健身无助于
挥杆力量却有害于技术稳定，并
逐渐远离了健身房。

但德尚博的上量训练却颠
覆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认知，他
这两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上升，
直到上月在美国公开赛上夺得
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看
着练出一身横肉的德尚博以暴
力挥杆实现大满贯首胜，麦克
罗伊决定“吃回头草”，北京时
间昨日，小麦在个人网站上发
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他的击球
速度达到190英里/小时，飞行
距离达到340码。除了改用杆
身更轻的一号木，北爱尔兰名
将承认，挥杆效能提升的关键
还是学习德尚博、回到健身房
参加上量训练。

“是的，过去两个星期，我
一直在训练和尝试一些东西。”
麦克罗伊昨日在美国拉斯维加

斯接受采访时道出了自己回炉
健身房的真实想法，“力量训练
是德尚博做得很棒的地方，他
尽力去练了，而且回报巨大，反
过来看自己，我之所以没取得
进步，很可能是在健身房里练
得还不够。”

在小麦看来，拥有发球距
离的球员始终是占据优势的，
无论是尼克劳斯的时代，还是
泰格?伍兹的时代，又或是今天
群雄争霸的时代。更关键的
是，他在近距离观察德尚博的
训练后得到了启发：“德尚博在
训练速度的时候，只是努力将
球打入一个网兜之中，他只是
尽可能地快速运动，甚至并不
在乎小球会飞去哪里……不去
关注目标，只是努力训练，这是
我要学会做到而且今后要做得
更好的，所以过去两个星期我
一直在做试验，这是我挥动球
杆最快的一次，我身体转动最
快的一次（指上文提到的340码
的开球）。”

值得一提的是，受德尚博
启发的并不止小麦一个人，奥
运金牌得主贾斯汀?罗斯承认
自己也在健身房回炉。“我已经
看到了德尚博暴力挥杆所制造
出的影响力。”贾斯汀?罗斯说，

“你正在看到麦克罗伊、贾斯
汀?托马斯……很多球星都在
上量训练，以求在挥杆时让小
球的时速再快几英里。”

羊城晚报记者 梁劲松

焦点新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劲松
报道：广东省第十一届“华标
杯”业余高尔夫球挑战赛暨中
高协差点系统差点微分赛（第
八场）昨日在阳江涛景球会收
杆，羊城晚报高尔夫菁英队夺
得本站冠军后，剑指下月举行
的年度总决赛。

“华标杯”是由广东省高协

主办的队际赛，每年吸引近百
支业余球队参加，昨日是本届
比赛的最后一轮预选赛，获得

“百年蔗糖”赞助的羊晚高尔夫
俱乐部派出13位队员组成的羊
城晚报菁英队参赛。经过两轮
的努力，羊晚队赢下团体总杆冠
军，成功晋级下月中旬在阳江涛
景球会举行的年度总决赛。

广东省业余挑战赛最后一轮预选赛昨收杆

羊城晚报菁英队夺冠晋级

广东五人足球各级联赛九年成果丰硕
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在国内区域草根足球联赛中规模最大

麦克罗伊挥杆
图/视觉中国

羊城晚报菁英队夺冠

揭幕战，
羊城晚报浙江诸暨讯 记者郝浩

宇报道：昨日，2020-2021赛季CBA
联赛大幕正式揭开，所有球队齐聚浙
江诸暨，进行第一阶段的争夺。卫冕
冠军广东东莞大益队在首轮对阵浙
江稠州金租队，结果在易建联缺席的
情况下，遭遇25分大败。

本场赛前，广东队领取了他们在
上赛季夺得的总冠军戒指。在戒指
颁发仪式上，广东队特意给上赛季在
队的万圣伟和仍在养伤的易建联留
出了两个空位。

在比赛开始前，广东队显然是球
场上的主角，但当比赛开始后，主场
作战的浙江队却掌控了比赛节奏。

首节两队都选择了全华班阵容，
广东队内线二人组是周鹏和杜润
旺。比赛开始后，浙江队进入状态的
速度更快，无论是外线的吴前还是内
线的刘泽一都有很好的表现，浙江队
很快就取得了22比4的领先。大比
分领先的浙江队在场上打得气势如
虹，而广东队则显得有些畏手畏脚。
首节结束，浙江队就以40比21领先
卫冕冠军19分。

广东队此役明显不在自己的最
佳状态，在第二节，情况依旧没有太
多改观，就连队长周鹏都出现了多次
篮下补篮不中的情况。在浙江队快
打旋风的冲击下，广东队无法跟上对
方的节奏，分差一度被对手拉大到
25分。随后的比赛进入相持阶段，
半场结束，浙江队以73比52领先。

吴前本场的状态实在火热，上半
场砍下20分的他在下半场开局阶段
又接连命中两记三分。虽然在威姆
斯出场后广东队一度将分差缩小，但
单点的进攻明显无法和浙江队的多
点开花抗衡。随后杜锋用马尚?布鲁
克斯换下威姆斯，时隔多月后，这位
前 NBA球员终于再次出现在赛场
上。不过久疏战阵的马尚没能起到
威姆斯的作用，尤其是在吴前手感热
得发烫的情况下，浙江队再次将分差
拉大到了 20分以上。第三节尾段，
浙江队再次打出一波进攻狂潮，将分
差拉大到了30分。

大比分落后下，广东队队员的心
态也出现了问题，赵睿因不满裁判被
吹技术犯规，队长周鹏因六犯被罚
下。最终，广东队无力挽回败局，以
113比138输掉了新赛季揭幕战。

赛后，广东队主帅杜锋对吴前的
表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全
队都需要向他学习”。“我一直说这将
是一个非常严寒的冬天，在这个困难
的时刻，我们需要全体球员的支持。”
杜锋说。

CBA?焦点

刘孝五

9年来首次输给浙江队，一场25分
大败创造了卫冕冠军新赛季揭幕战输
球最大分差……广东东莞大益队昨晚在
诸暨暨阳体育馆以113比138惨败于浙
江稠州金租队，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
门。虽然广东队主帅杜锋在赛前一直
给球迷打预防针：“这将会是一个寒冷
的冬天”，但对于卫冕冠军而言，这样的

“严冬”来得还是太早了些。
事实上，要不是在比赛最后阶段

追上了一些分数，广东队可能会输得
更惨，毕竟浙江队在末节的领先优势
长时间都维持在30分以上。从比赛的
第一分钟开始，浙江队就牢牢掌握着
场上的主动权。从赛后统计来看，广
东队在篮板、助攻、命中率、三分命中
率、罚球命中数等五项关键数据上都
处于全面落后，最终大比分落败也在
情理之中。

虽然浙江队主帅刘维伟在赛后主动
帮广东队找起了客观原因，像什么“休
赛期短”、“外援限制”等，但这都改变不
了广东队打了一场糟糕比赛的现实。

在阿联受伤的情况下，广东队的内

线薄弱已是明摆着的事，无论苏伟还是
曾繁日都无法给球队带来足够的帮
助。在昨晚，苏伟和阿日两人加起来仅
得到了7分钟的出场时间，合计拿到了
1分4篮板3失误的数据，这显然不是一
支冠军球队应有的内线水平。

杜锋当然明白目前球队的短板，所
以他试图以小阵容迎战，用速度解决问
题。但浙江队的后卫比广东队还要快，
吴前砍下 39分 14助攻的超级数据，程
帅澎也有25分进账。在国产顶级后卫
的直接对话中，浙江后场双枪占据了上
风。广东队跟不上浙江队快打旋风的
节奏，后者用一种类似广东队的方式击
败了广东队。

面对刚刚在赛前领取了总冠军戒指
的广东队，浙江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
而他们用出色的表现在赛场上完美释
放，也为广东队敲响了警钟。杜锋在赛
后不仅大赞吴前，还感谢了浙江队的拼
劲，认为他们让自己的队员清醒了一
点，认识到了这个赛季是多么的艰难。

“好久没有输快30分了，感谢浙江队员
们给我们上了一课”。杜锋说。浙江队

不光给广东队上了一课，也为其他球队
做了表率，广东队的内线本就处于劣
势，如果外线还不能打开局面，在之后
的比赛中恐怕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诚然，广东队在这场比赛中遭遇了
不少意外因素。浙江队的三分球命中
率高达 56.7%，而广东队只有 28%，要知
道广东队的这一数据排名联盟第一。
四节二人次的外援使用限制也略微打
乱了广东队的战术部署，马尚?布鲁克
斯久疏战阵，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最佳水
平……但这些并不是球队以如此大比分
落败的理由。

在球队阵容已经固定的情况下，广
东队只能选择内部挖潜，这需要杜锋对
球队进行进一步的心理按摩。广东队
如果能就此警醒当然是好事，但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要度过这个“寒冬”并没有
这么简单，球迷需要给予球队足够的耐
心。正如杜锋所说，球队目前正处于一
个比较困难的阶段，越在这样的时期，
越需要球迷的支持。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发自诸暨）

四大豪门利物浦、曼城、曼
联、切尔西即将出征欧冠小组
赛，所以率先在英超第五轮亮
相。曼城今晨在主场以 1比 0
小胜阿森纳，曼联客场以4比1
大胜纽卡斯尔。在利物浦同城
德比，上届冠军利物浦客场被

“领头羊”埃弗顿逼成2比2。重
金打造的切尔西出师不利，在主
场被南安普顿逼成3比3。

今年 7月在上赛季英格兰
足总杯半决赛，阿森纳曾以2比
0淘汰曼城。可是在英超赛场，
曼城延续了阿森纳克星本色，今
晨再次获胜之后，已经取得对

“枪手”的七连胜。尽管上赛季

英超最佳球员德布劳内因伤缺
阵，但阿圭罗伤愈复出，与斯特
林组成双箭头。曼城在第23分
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阿圭罗直
传，福登射门被挡出，斯特林补
射入网。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迎来里
程碑时刻，这是他执教生涯第
500场胜利。从2007年担任巴
塞罗那二队至今，瓜帅执教了
689场比赛，取得 500胜 108平
81负 ，胜 率 达 到 惊 人 的
72.57%。瓜帅除了在巴萨二队
胜率不到70%，随后在巴萨、拜
仁慕尼黑、曼城的胜率都超过
70%，因为他总是执教阵容最豪

华的球队之一，让这位“战术大
师”如鱼得水。

曼联中场球星布鲁诺?费尔
南德斯（以下简称B费）同样迎
来里程碑时刻，不过这次是负面
的。这位点球专家在联赛1659
分钟没有罚失点球的纪录宣告
终结，他在第 59分钟主罚点球
被纽卡斯尔门将达洛扑出。这
是一个关键点球，当时双方战成
1比1。

罚失这个点球之前，B费在
联赛连续罚进 18个点球，包括
在曼联的十罚全中。B费在第
86分钟将功补过，他接到拉什
福德的脚跟妙传之后小角度射

门入网，曼联以2比1反超。伤
停补时第1分钟，万比萨卡为曼
联扩大比分。伤停补时第 6分
钟，B费送出精准长传，拉什福
德为曼联锦上添花。

利物浦同城德比进行得充
满争议，上赛季冠军利物浦吃了
大亏。第6分钟，利物浦后防灵
魂范戴克助攻到对方禁区，被埃
弗顿门将皮克福德用剪刀脚铲
伤右腿。范戴克表情很痛苦，疼
得就地翻滚，并因此被换下，其
伤情看上去较为严重。据欧洲
媒体报道，范戴克右膝前十字韧
带受伤，可能缺阵 7到 8个月，
甚至可能错过明年的欧洲杯。

皮克福德却没有因为这次故意
伤人动作受到任何处罚，范戴克
当时是否越位并不重要。

凭借马内和萨拉赫的进球，
利物浦两度领先，但分别被基恩
和本赛季英超首席射手勒温扳
平比分。伤停补时第3分钟，队
长亨德森以为自己为利物浦攻
入制胜球，可是 VAR判罚为他
传球的马内越位在先，进球被判
无效。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出马
内越位。

在积分榜上，埃弗顿的4连胜
被终结，但以4胜1平积13分领
跑，利物浦3胜1平1负积10分暂
列次席。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CBA?观察 “寒冬”来得早了一些

曼彻斯特双雄奏凯 利物浦切尔西郁闷英超?今晨 四大豪门率先亮相

广东队

广东队球员赵睿在比赛中受伤倒地 图/视觉中国

中甲第一阶段第九轮，在被
对手在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两球而
输掉比赛后，四川九牛少帅李毅
认为球队输球和球衣颜色有关：

“我们 9场比赛有 8场穿黄色衣
服，没赢一场，唯一一次穿蓝色衣
服就赢了。”这番言论被顶上了热
搜，最近，他被俱乐部扣了一个月
的工资并被停职一周。

无论是主教练还是球星，在足
球场上“迷信”的言行并不少见。
但是，这些言行都有一个重要的
共同点，就是只图自己安心，不会
冒犯他人。比如梅西主罚任意球
前每次后退的步数是固定的，C罗
进入球场时总是先迈右脚，米卢
当年带国足时总是穿红色T恤。

相比起来，李毅的言论则犯了
两个忌讳：一方面，他在输球后抛出
这番言论，很容易给人以“甩锅”的
印象；更糟糕的是，他的言下之意是
黄色队服给四川队带来了坏运气，
有意无意间，冒犯了四川球迷多年
来对于黄色球衣的深厚感情。

并不是每支中国足球俱乐部
都有根深蒂固的“主队色”，川足
的黄色和恒大的红、申花的蓝、国
安的绿、鲁能的橙一样历史悠久，
成了诸多足球名场面的背景和四

川球迷记忆的珍贵底色。虽然四
川全兴如今不复存在，但最接近
川足根源血脉的，就是这支四川
九牛。这也难怪李毅这番话会让
球迷跳脚。

无独有偶，英超最近也有一
桩球迷“抗议”的趣事，阿森纳吉
祥物“枪手龙”的扮演者被俱乐部
解雇了。球迷纷纷炮轰枪手主
席，其他俱乐部的“吉祥物”们也
以各种方式群起支持。

从商业的角度看，因为疫情
期间空场比赛，以往承担着活跃
主场气氛功能的吉祥物确实没了
用武之地，但阿森纳管理层没有
意识到的是，吉祥物在过去无数
现场比赛和转播镜头中，已经在
球迷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现代足球是商业，但也是文化，
是群体心理和记忆的凝结，有着巨大
的受众和感染力。足球文化看不见
摸不着，但它会以各种形式具象化，
比如附着于一种球衣的颜色，比如通
过一只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来呈现。

足球文化值得被看见、被尊
重，而能否意识到乃至尊重不同的
足球文化，是一个足球人的观念是
否真正“现代”的标志之一。

?赵亮晨?

亮话体坛

受德尚博“刺激”，小麦等众多球星回炉健身房

大力挥杆成“新主流”？

输球怪球衣，不只错在“甩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