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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我走，

要么 篮 网 俱
乐部主帅和总
经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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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克欧洲大师赛

羊城晚报讯 记者范晗越报道：8 月 18 日，
广州队官宣张成林出任球队一线队体能教练一
职，继黄博文、梅方回归出任助理教练后，郑智
的教练组又添一员广州队旧将。

张成林在2016赛季加盟广州队，是中超首
位转会费破亿的本土球员。在随后的两个赛季
里，他随队获得了一次中超冠军和一次中国超
级杯冠军。上赛季，张成林被球队租借至中甲
的昆山FC队，共出场30次，其中28次首发。在
广州队效力期间，张成林司职左边后卫，充沛的
体能和强悍的身体素质令球迷印象深刻，此番
出任体能教练一职可以说是人尽其才。

蒋光太从国足选拔队归来后至今仍未登
场，还流传出了一些转会传闻；二次转会期间补
报名的李学鹏状态也依然是未知数；在上一轮
对阵成都蓉城的比赛中，主力中卫李扬伤退后
也暂无消息，只能依靠小将们的广州队后防线
目前亟须提高实力，张成林或许不能作为球队
的即战力，但应能起到一些“传帮带”的作用。

三天后，曼联将在主场迎来
与利物浦的“双红会”。曼联在
新赛季英超前两轮遭遇连败，已
创下历史最糟糕的开局，急需强
势反弹，正急于引援以增强实
力，目前正密锣紧鼓运作皇家马
德里后腰卡塞米罗的转会，力争
让他在对阵宿敌的硬仗中登场。

有消息称，曼联的的努力已
取得重大进展。皇马虽然不愿
意放走这位巴西后腰，但已表示
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离开。

这位为巴西队出场 63次的
老将虽然已经 30 岁，但上赛季
仍保持高出勤率，在西甲赛场
31次首发、1 次替补，在欧冠赛
场 11 次首发，其抢断和拦截
次数分列皇马的第一和第三，
保持着良好状态。卡塞米罗
与皇马的合同还有三年，转会

费在 6000 万欧元至 7000万
欧元之间。

这位随皇马五夺欧冠冠

军的后腰已告诉队友，他将寻求
新的挑战，并对曼联的高薪报价
感兴趣。毕竟随着皇马花费
8000 万欧元引进琼阿梅尼，在
西甲首轮，卡塞米罗的首发位置
就被这位法国后腰挤占，他仅获
得7分钟的替补出场时间。

曼联的后腰位置已成为短
板，急需补强。到英超谋发展，
对卡塞米罗来说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而且如果加盟曼联，将与
前皇马队友瓦拉内搭档。

不过，要在短短几天之内办
好卡塞米罗的转会手续，赶上对
阵利物浦的比赛，对曼联而言难
度不小。卡塞米罗今天将接受
曼联的例行体检。

曼联今夏引援进展不顺利，
在遭遇两连败之后已加大引援
力度，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目
前，曼联还需要引进中场、前锋、
右后卫和替补门将各一人。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实习
生刘诗晴报道：19 日，2022 斯诺
克欧洲大师赛第3个比赛日在德
国菲尔特继续进行，32进16的较
量全部结束。周跃龙淘汰利索夫
斯基，携手三名“00后”小将颜丙
涛、斯佳辉、吴宜泽晋级16强，肖
国栋、傅家俊、赵心童被淘汰。

24岁的周跃龙迎战利杰克·
利索夫斯基。周跃龙目前世界排
名第22位，利索夫斯基世界排名
第11位，两人此前共有5次交手，
周跃龙2胜3负稍稍处于下风。本
场比赛，周跃龙一开始连胜两局先
声夺人，利索夫斯基打出单杆90分
扳回一局。此后周跃龙连胜三局，
以大比分5比1轻松晋级16强。

另三名中国小将也有不错的
表现。面对英格兰选手里奇·沃

顿，颜丙涛状态稳定，接连打出单
杆50分、84分和57分，大比分5比
0横扫对手，晋级下一轮。吴宜泽
迎战牙买加选手罗瑞·麦克劳德，他
接连打出单杆57分、60分、101分
和60分，大比分5比0横扫对手。

肖国栋和斯佳辉则上演了一
场中国德比战。前四局双方战成
2比2平，斯佳辉在关键时刻稳住
阵脚，打出单杆52分和 70分，最
终以大比分 5 比 3 战胜肖国栋，
晋级下一轮。

另外两场比赛：中国香港名
将傅家俊在大比分 3比 1领先的
情况下，被巴基斯坦选手法拉赫·
阿贾布以 5 比 3 逆转；6 号种子、
英锦赛冠军赵心童苦战九局，最
终大比分4比 5不敌英格兰选手
罗伯特·米尔金斯，无缘16强。

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董事
长吉姆·拉特克利夫的发言人近
日表示，如果英超豪门曼联被出
售，拉特克利夫肯定会成为潜在
买家。

据报道，曼联目前的所有者
——美国的格雷泽家族正考虑
出售少数股权。曼联本赛季在
新教练滕哈格的带领下开局不
佳，目前在英超排名垫底。

英力士集团发言人说，拉特
克利夫准备购买这部分股权，以
作为取得完全控制权的前奏。
该发言人补充说：“如果这次购
买有可能，我们将有兴趣讨论获
得长期所有权。”

格雷泽家族在2005年通过
融资并购的方式买下曼联，这也
使俱乐部背负了巨额债务，长期
以来该家族一直被指责对曼联
的转会和球场翻新方面的投入

远低于他们在金融市场的投入。
曼联上一次赢得英超联赛

冠 军 还 是 在 2013 年 ，他 们 自
2017年以来再没有举起过一个
重要赛事的奖杯。而上周末客
场 0∶4 输给布伦特福德的耻辱
性比赛，则让曼联 30 年来首次
在英格兰顶级联赛中垫底。

“ 这 已 经 不 是 花 钱 的 问
题。”英力士集团发言人说，“吉
姆在意的是现在能为曼联做什
么，他知道曼联对这个城市有
多重要，而他感到现在是时候
重启了。”

今年5月，身为曼联球迷的
拉特克利夫曾想收购切尔西，但
后来输给了美国商人托德·波利
的财团。英力士集团目前已经
拥有法甲尼斯俱乐部、瑞士洛桑
体育俱乐部的所有权。

（据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龙希、
实习生刘诗晴报道：作为年
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
2022年美网资格赛将于8月
23 日打响，正赛则将于 8 月
29日至9月11日之间进行。

美网组委会日前公布了
今年的奖金方案，总奖金达
到 6000 万美元，约合 4 亿
多元人民币，超过了去年
的 5750 万美元，创下历史
新高。

近年来，网球四大满贯
赛事的奖金屡创新高。2022
年澳网总奖金为 7500 万澳
元；2022 年法网总奖金为
4360万欧元；2022年温网总
奖金为4035万英镑；2022年
美网的奖金高达 6010 万美
元，是大满贯赛事球员总奖

金首次超过6000万美元的。
其中，男、女单冠军都将

获得 260 万美元的奖金，双
打冠军奖金为 68.8 万美元；
男、女单打亚军奖金各为
130 万美元，双打亚军奖金
为34.4万美元。即使单打首
轮出局也将有 8 万美元入
账，双打一轮游可获 2.13 万
美元；资格赛决胜轮的奖金
为4.4万美元。

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
和英国选手拉杜卡努将分
别以男、女单卫冕冠军身份
出战；中国选手张之臻、吴
易昺将参加男单资格赛；朱
琳、王蔷和袁悦将参加女单
资格赛；张帅、郑钦文、王欣
瑜和王曦雨直接进入女单
正赛。

上赛季，本被视为有争
冠实力的洛杉矶湖人最终无
缘季后赛，作为球队当家球
星的詹姆斯遭受了众多批
评。上赛季结束后，有关詹
姆斯将转会离开的消息甚嚣
尘上，但老詹最终选择留守
洛杉矶。在和湖人达成两年
的续约合同后，詹姆斯职业
生涯的薪资收入已经达到
5.32 亿美元，打破凯文·杜兰
特此前创下的4.99 亿美元纪
录，成为NBA史上职业生涯
薪资收入最高的球员。

虽然已经年满 37 岁，但
詹姆斯在上赛季仍有不俗发
挥，交出了场均30.3 分 8.2 篮
板 6.2 助攻 1.3 抢断 1.1 盖帽、
投篮命中率52.4%、三分命中
率 35.9%、罚球命中率 75.6%
的成绩单。如果詹姆斯执行
完这份合同，即出战至 2024
至 2025 赛季，他的职业生涯
将延续至第 22个赛季，这将
让他追平文斯·卡特，并列成
为 NBA 历史上职业生涯最
长的球员。

在执行完这份合同后，
詹姆斯将年满 40 岁，而在
NBA效力过最年长的球员是
44岁的威利斯。如果老詹保
持如今的身体状态，他很有
机会超过威利斯，创造新的
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
签下的这份合同相当巧妙，
尤其在合同期限方面。在
2022 全明星赛期间，詹姆斯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能
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

赛季和他的大儿子布朗尼·
詹姆斯在同一支球队打球，
并表示他愿意为此做任何
事。按照詹姆斯和湖人签下
的合同，他在 2024 年拥有球
员选项，有权跳出合同。而布
朗尼·詹姆斯在2024年也将年
满 19 岁，能参加 NBA 选秀。
如果詹姆斯父子真的能同场出
战甚至效力同一支球队，那也
算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在詹姆斯续约后，湖人
新赛季的前景也趋于明朗。
据报道，詹姆斯仍然坚持湖
人需要改进现有的阵容，并
通过交易得到目前在篮网效
力的凯里·欧文，两人曾在骑
士有过合作，并在不可一世
的勇士手中拿到过总冠军。
目前，詹姆斯和安东尼·戴维
斯都能在 2024 年决定自己
的前程，他们两人也正是湖
人在 2020 年夺冠的基石。
如果湖人想引进欧文或对球
队阵容进行合理的补强，那
么交易威斯布鲁克将成为唯
一的选择。

如果詹姆斯的想法最终
能够实现，欧文顶替威少来
到球队，那么湖人在新赛季
的前景仍旧乐观。若湖人新
三巨头（詹姆斯、戴维斯、欧
文）均保持健康，他们有能力
和联盟中任何一支球队有一
战之力。虽然已至职业生涯
末期，但詹姆斯仍希望冲击
一座总冠军奖杯，而要想达
到这一成就，他除了需要做
出更好的表现外，也需要更
靠谱的帮手。

皇家马德里后腰
卡塞米罗有望到曼联

“技术扶贫”，这桩转会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地 推

进。两家豪门俱乐部多
年来催生多笔重磅交易，

成为世界足坛互帮互助的
楷模，贝克汉姆、范尼、C 罗都

曾在全盛时期由曼联加盟皇马，
皇马如今在卡塞米罗转会上慷
慨大度也顺理成章。

贝克汉姆当年是世界足坛
人气最高的球员，“万人迷”因为
与主帅弗格森发生“飞鞋门”事
件 ，在 2003 年夏天离开曼联 。
贝克汉姆原本与巴塞罗那走得
很近，可是最终还是被皇马抢
走，与劳尔、齐达内、罗纳尔多、
菲戈、卡洛斯、欧文组成“七巨
头”。7号是贝克汉姆招牌号码，
但皇马 7 号归属队长劳尔，贝克
汉姆选择了 23 号球衣，因为 NBA
超级巨星乔丹是他的偶像。

“小禁区之王”范尼 2006 年
夏 天 由 曼 联 加 盟 皇 马 ，2006-
2007赛季就夺得西甲金靴奖，与
贝克汉姆一起帮助皇马夺得该
赛季西甲冠军，由此可见曼联的
慷慨。范尼离开曼联，主要原因
是与后起之秀C罗关系紧张。近
日在欧冠附加赛首回合比赛中，
埃因霍温主帅范尼带队在客场以
2比2逼平格拉斯哥流浪者，他与
前来观战的恩师弗格森亲热合
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C 罗是 2008 年金球奖和世
界足球先生得主，2009年夏天由

曼联加盟皇马，9400万欧元的转
会 费 创 下 当 时 的 历 史 第 一 身
价。C 罗为皇马出场 438 次攻入
450 球，夺得 4 次欧冠冠军和两
次西甲冠军，成为皇马队史最成
功的球员之一。范尼在 2010 年
离开皇马，也可以理解为第二次
被“克星”C罗挤走。

曼联支援了这么多次大牌
球星，皇马当然要有所回馈，阿
根廷明星边锋迪马利亚在 2014
年 8 月由皇马加盟曼联，穿起坎
通纳、贝克汉姆和 C 罗曾经穿
过的 7 号战袍。曼联为迪马利
亚支付高达 5970 万英镑的转会
资金，不仅打破队史转会费纪
录，更是刷新英超当时的转会
费纪录。

迪马利亚被评为2013-2014
赛季欧冠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但
在曼联效力的赛季表现不佳，
2015 年 夏 天 转 投 巴 黎 圣 日 耳
曼。迪马利亚离开曼联时获得

“迪跑跑”的不雅绰号，尽管他在本
菲卡、皇马、巴黎圣日耳曼以及阿
根廷队的职业生涯都非常成功。

去年夏天，皇马再次回馈
—— 主 力 中 卫 瓦 拉 内 加 盟 曼
联。上赛季，瓦拉内受到伤病困
扰，出场机会不算很多，未能表
现出在皇马时的水准。

为了双倍薪水，为了两家俱
乐部的友谊，卡塞米罗也即将由
皇马加盟曼联了，他能否打破前
皇马队友迪马利亚和瓦拉内的

“魔咒”？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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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从皇马“搬救兵”

皇马和曼联，
为何交情深？

英国石化巨头
有意收购曼联

网
球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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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奖金达6000万美元 冠军可获260万美元

美网总奖金创纪录携手三名“00后”队友
周跃龙晋级16强

中超·焦点

中超首位本土“亿元先生”回归广州队
张成林出任一线队体能教练，郑智教练组又添一员大将

篮网球星杜兰特的去留成
了 NBA 在这个夏天最具关注
度的话题。在自由市场刚刚开
启的 7 月 1 日，杜兰特就向篮
网提出了转会申请。但像杜兰
特这样级别的球员要想转会谈
何容易，尤其在哈登已经远走
费城、欧文同样深陷转会传闻
的情况下，篮网并不想放弃他
们的当家球星。为此，篮网高
层多次和杜兰特展开谈话，篮
网老板蔡崇信甚至直接和杜兰
特面对面交流，但这些都没有
改变杜兰特希望转会的决心。

据报道，在和老板蔡崇信
的交流中，杜兰特的态度相当
强硬：要么我走，要么纳什和马
克斯离开。纳什是如今篮网主
帅，而马克斯则是篮网俱乐部
总经理。这样的表态无疑将蔡
崇信和他的球队置于两难之地
——若是不答应，则杜兰特大
概率会离开；若是答应，则开了
有球员能凌驾于球队之上的先
河，一个球员能以自己转会为
要挟，让球队主帅和总经理两
名核心人物离队，这放在以前
是不可想象的。

在杜兰特强硬的态度下，
篮网也接受了不少球队的报
价。目前看来，凯尔特人在杜
兰特争夺战处于领跑地位，有趣
的是，在上赛季季后赛首轮，篮
网正是被凯尔特人横扫出局。

据报道，凯尔特人再一次提
高了对杜兰特的报价，绿军将送
出杰伦·布朗、斯玛特、普里查
德、格兰特·威廉姆斯以及2024
年和 2026年两个首轮签，来换
杜兰特。这个筹码相当高，布
朗和斯玛特都是凯尔特人的核

心球员，而另两名球员也是绿
军的重要轮换者，再加上两个
首轮签，凯尔特人为了得到杜
兰特确实是拼尽了全力。

由于杜兰特转会的态度强
硬，篮网在这次谈判中处于弱
势地位，与其强留一个心不在
焉的超级明星，不如接受凯尔
特人的报价，围绕一群实力派
球员重新打造球队。如果杜兰
特最终离队，那么篮网推倒重
建的可能性将剧增，欧文也有
离队的可能。

实际上，在上赛季结束时，
便有传言欧文可能离队，但随
后欧文自己决定执行球员选
项，在合同的最后一年留在篮
网效力。但若是篮网决定重
建，不排除欧文将前往湖人和
詹姆斯重聚的可能，也就是说，
杜兰特的决定也连带牵扯着欧
文和湖人的命运。在詹姆斯决
定续约后，湖人管理层也给出
了他们的态度，只要篮网愿意
交易欧文且欧文愿意离开，他
们可以在送出威少的同时附带
上两个首轮签。

在这个休赛期，有关杜兰
特、欧文和威少的转会传言被
闹得沸沸扬扬，而三人正是搅
动整个转会市场的核心力量。
如果杜兰特前往凯尔特人，而
欧文和威少互换东家，那么在
新赛季将出现湖人和凯尔特人
两支极具竞争力的球队，再加
上卫冕冠军勇士，有着不俗竞
争力的雄鹿、热火、太阳等队，
新赛季的 NBA 局势将更加错
综复杂。而这一切是否会发
生，或许还真的要等待杜兰特
的决定。

周末特稿

8

国
际
足
球
·
观
察

两大NBA巨星
走不走都有看头

詹姆斯创薪资新纪录

杜兰特“牵一发而动全身”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月 18 日 ，
NBA 官 方

公 布 了 2022 至
2023赛季赛程，新
赛季将于 10 月 19
日开战，自由市场
也将开放至开赛前
的最后一天。在同
一天，湖人队与其
当家球星勒布朗·
詹姆斯提前完成续
约，后者将得到一
份 2 年 9710 万美
元的合同。而另一
名超级巨星杜兰特
则前途未卜，虽然
他早早向篮网提出
了转会申请，但至
今还未确定下家。
杜兰特的决定也间
接影响着欧文和威
斯布鲁克两名全明
星级别球员的未
来，搅动着整个联
盟局势的走向。

除此之外，比
尔、拉文等球星和
各自球队签下了顶
薪续约合同，布伦
森、沃尔、塔克也在
新东家拿到了证明
自己的合约。虽然
在这个自由市场传
出转会传闻的巨星
并不算多，且时间
尚未过半，但市场
上已是热火朝天，
这无疑是一个热闹
的夏天。

杜兰特

张成林

詹姆斯父子 詹姆斯留队等儿詹姆斯留队等儿子接班子接班 杜兰特要走牵动篮网命运杜兰特要走牵动篮网命运

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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