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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广场

一周大事件

●12 月 10 日至 15 日，
冰壶索契冬奥会落选赛在
德国富森举行。根据国际
冰壶联合会的规定，共有两
种途径可以获得索契冬奥
会的入场券。其一，凭借
2012 年和 2013 年两届世锦
赛奥运积分；其二，2013年12月的冬奥会落选赛。中
国男队早在今年3月的世锦赛上就提前拿到了冬奥
会入场券，而中国女队则要参加落选赛才能决定冬
奥会的参赛命运。

关注指数★★★★
●12月11日、15日、18日，CBA联赛将进行第12

至14轮比赛。吉林东北虎队将迎来连续两个客场和
一个主场的比赛。11日，吉林客场对阵福建；15日，
吉林客场对阵上海；18 日，吉林主场对阵新疆。目
前，东北虎队年轻球员的心态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
解决，尤其是上一场对阵北京，在打顺风球时未能掌

控场上大局，在防守端的力
度不够，而进攻端又不能持
续得分，最终导致失利。

关注指数★★★★
●12月15日，广州恒大

队迎来世俱杯首战。国际足
联世界俱乐部杯是一项由国

际足联主办、来自六大洲的冠军俱乐部参与的国际性
足球锦标赛，今年的赛事在摩洛哥举行，加上东道主共
有7个队参加。夺得亚冠冠军的广州恒大队代表亚洲
参赛，这也是中国俱乐部首次登陆世俱杯赛场。北京
时间15日零点，恒大队将迎战第一个对手非洲冠军埃
及阿尔阿赫利队，如果获胜，恒大队将在北京时间18
日凌晨3点半进行的半决
赛中对阵足坛巨人欧洲
冠军德国拜仁慕尼黑队。

关注指数★★★★★
（刘勃）

一周赛事导视
（12月11日至17日）

转眼间 CBA 联赛已经走
过了 11 轮，作为昔日劲旅，吉
林东北虎队正在经历着重振
虎威的阵痛期，以绝大多数年
轻球员组建的东北虎队目前
的战绩为 3 胜 8 负排名靠后。
虽然成绩不够理想，但一支重
建的球队在锻造成型之前，总
会有一段困难期，这是成长不
可或缺的阶段。

这个赛季的东北虎男篮
仍以年轻球员为主打力量，重
新召回的道格拉斯和两名美
国锋线外援，充实着球队的整
体实力。赛前俱乐部喊出的
目标是冲击季后赛，虽然目前
成绩不尽如人意，但冲击季后
赛的目标从未改变。虽然球
队仍然比较年轻，经验等方面
还有所欠缺，不过以崭新面貌
出现在球迷面前的这支东北
虎队还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和
理解，起码东北虎队在已经结
束的 6 个主场比赛中，还是保
持着一半的胜率。如果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发挥正常、战术
得当，再加上一些不可或缺的
运气，东北虎队还是能够让人
们眼前一亮的。

与上赛季相比，东北虎队
的阵容发生太大变化，外援全部更换，内援调整明显。包括
外援在内，东北虎队中注册球员有12 人是1989 年以后出
生，堪称CBA所有球队中的“青年近卫军”。不难看出，本
赛季东北虎队为今后重返巅峰在着力培养中坚力量。其
中，重点培养的后卫常亚松上场时间猛增，张彪肩负起队长
的重任，钟诚的主力位置更加稳定。

真刀真枪的较量对于培养年轻球员意义重大，抛开输
赢，东北虎队的小将们至少在强队面前做到了敢打敢拼，活
力十足，这也是现阶段东北虎队在比赛打得流畅时的一大
看点。

此外，内线身高并没有优势的东北虎队在篮板球数量
上的表现尚可，反映出年轻队员在场上的冲劲和拼劲。连
续几场获得首发机会的常亚松和崔晋铭正在逐渐进入状
态，让球迷们看到了他们身上蕴含的巨大潜力。当然，与强
队相比，小将们存在的种种欠缺也同样暴露无遗——失误
过多、发挥不够稳定，对外援的依赖性较强，遇到弱队往往
能够打出精彩流畅的配合，而遇到强队则一筹莫展，这些都
显示出与强队全方位的差距。

作为一个以年轻人为班底的球队，东北虎队还有很多
机会，而比赛中的酸甜苦辣就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品
尝的滋味。要想重振虎威就必须在大方向上达成共识，从
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说成长的代价和烦恼是必
须经历的阶段，我们还是希望这种代价越少越好，这个阶段
越短越好。

成
长
的
烦
恼

张

政

北京时间12月5
日凌晨，当樊振东在
德国公开赛夺得男单
冠军后，国际乒联撰
文称，16岁的中国小
将令人震惊。

国际乒联在其官
网首页称：“上周波兰
公开赛的男单金牌已
让樊振东成为巡回赛
里最年轻的冠军；而
一周后在德国封王，
则使他无愧于 2013
年国际乒联最闪耀新
星的称号。”在国际乒

联看来，此次德国站的冠军含金量十足，樊振东一路淘汰的
对手包括大满贯得主张继科、白俄罗斯老将萨姆索诺夫以
及今年的欧锦赛冠军奥恰洛夫。

而在竞争更残酷的国内赛场，樊振东也在2013年证明
了自己。全运会上，他不仅作为主力帮助八一队夺取男团
冠军，还和周雨合作问鼎男双。更重要的是，在“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男单赛场，他一路过关斩将与马龙相会于决
赛，最终收获一枚宝贵银牌。

图片说明：樊振东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国乒16岁小将技惊国际乒坛
文力

12月7日，中国足协杯
第二回合结束，广州恒大队
在主场虽然以2比1击败贵
州人和，但总比分2比3不
敌对手，在无缘卫冕的同时
也错失成为亚洲足坛首个

“三冠王”（联赛、国内杯赛、
洲际赛）的机会。与此同时，
在恒大主场广州天河体育
场，有“天体之王”美誉的外
援孔卡也正式挥别中国绿茵
场。

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
本场比赛恒大队长孔卡仍然获得了足协杯赛季最佳球员，
他抱着儿子本杰明一起领取了奖杯。随后，难舍恒大的孔
卡俯身亲吻了天河体育场的草皮，现场球迷为之动容。离
别的时刻，孔卡潸然泪下，向广州球迷做最后的告别。

2011年7月，恒大挖来巴西联赛的MVP、阿根廷外援
孔卡，转会费1000万美元，年薪700万美元足以让大部分
阿根廷国家队成员羡慕。两年多时间，进球51个，助攻34
个，孔卡带领恒大获得一个亚冠冠军、两个中超联赛冠军和
一个足协杯冠军，身高1.68米的阿根廷小个子被尊称为

“天体之王”。没有孔卡，就没有恒大如今的辉煌。
图片说明：孔卡携妻儿告别中国赛场。 新华社发

恒大“三冠王”梦碎

孔卡挥别中国赛场
文力

本报讯（记者赵广欣）近日，2013长春市雪地足球争霸
赛结束，大宝贝队六战皆捷，当之无愧荣登冠军宝座，省农
科院队夺得亚军，上海永太队荣获季军。

本次比赛历时9天，在最终的冠亚军争夺战中，大宝贝
队3比1力克省农科院队荣获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比赛还吸引了长春亚泰俱乐部与延边俱乐部现役与退役部
分球员前来参赛，其中，杜震宇代表文艺青年一队参赛，姜
鹏翔、王睿、礼彬、俞峰四人代表东盛奇迹一队参赛。

长春雪地足球争霸赛鸣金

随着天气变得寒冷和雾霾
天气的影响，很多人开始减少
户外锻炼时间，一些社区室内
活动室开始成了“香饽饽”。在
长春市松竹梅社区的一间活动
室，每天都会有人早早地来

“抢”位置，三张乒乓球台成了
这里的必争之地。

张大爷是这里的老人儿
了，打乒乓球是他的一大爱
好，入冬以后他就经常到社
区的活动室来打球。“以前可
以出去遛弯锻炼，现在天气
越来越冷，冰天雪地的也不
好走，既然社区里有这样的

设施，那就好好利用呗！”张
大爷笑着说，已经步入花甲
之年的他说起这乒乓活动室
的热闹不无感慨：“现在来这
里打球的人越来越多，别小
看这三张乒乓球台，利用率
相当高，最好是早点来，晚了
真就没地方了，人多时我们
都是轮着打，谁输谁下。就
这样还有人玩不着呢。”

据张大爷介绍，这里来打
球的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
民，打球的人年龄最小的也都
五十开外了，都是附近的老邻
居，大家基本都是离退休在家，

闲着没事就出来找乐，打打球、
唠唠嗑，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
了邻里关系。

三张乒乓球台上银球飞
舞，伴随着发力时的轻吼，这里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台上
的老者们乒乓球打得都不错，
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推挡，而是
快速的抽杀，多变的削球，老者
们灵活的动作，辗转腾挪间让
人无法将他们的身影与其年龄
联系在一起。

说到乒乓球的健身效果，
张大爷说出自己的看法：“打
乒乓球运动量确实挺大，不仅

锻炼反应速度还锻炼身体的
协调能力，但我感觉最锻炼人
的一点是捡球。你想想，我们
这种打法基本上也就前三板，
然后球就飞了，这一天光弯腰
捡球的动作就得做个百八十
次的，能不健身么？”张大爷说
完爽朗地笑了。

活动室里乒乓乐
本报记者 董博

天气渐寒，室内健身场馆日益火爆。 本报记者 刘勃 摄

北京时间12月3日晚，
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比
赛用球“Brazuca”（音译为

“布拉祖卡”）正式公布。“布
拉祖卡”在俚语中用来描述
巴西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
自豪感。除了“布拉祖卡”

之外，官方用球的另外两个
候选名称分别是“Bossa
Nova”和“Carnavalesca”，
前者代表着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一种桑巴音乐风格，
而后者的含义则是巴西著
名的狂欢节。

这是首次由球迷直接
决定世界杯用球的名字，
有大约110万巴西球迷参
与了投票活动，而“布拉
祖 卡 ”的 得 票 率 高 达
77%。据悉，“布拉祖卡”

这次和以往的世界杯用
球大不相同，球体只用了
6 块皮面，是有史以来最
少的。这也使皮球比以
往更圆，运行轨迹更规
范。另外，每个今年12月
3日在巴西出生的孩子都
可以凭借出生证明，到12
个世界杯比赛举办城市
去领取一个比赛用球。

图片说明：巴西世界杯
官 方 比 赛 用 球“ 布 拉 祖
卡”。 新华社发

巴西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发布
文力

有“乌鸦嘴”之称的贝利预测巴西队会夺冠，他会言中吗？图为贝利与国际
足联主席在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上互致问候。伍 本文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梅西带领
阿根廷队能够
走多远？

葡萄牙的C罗在巴西会有怎样的表现？

2014巴西世界杯会徽

2014巴西世界杯分组抽签结果上
周揭晓。或是在“妙手”，或是在“黑
手”，也或是在“上帝之手”的冥冥控制
中，32强各就各位。从这一刻开始，32
强因组别和对手的差异，各自的世界杯
命运有了多种变数，自然也就有了多种
猜想。

当然，不管有多少变数和猜想，世
界杯最终只会有一支队伍笑到最后。
一将功成万骨枯，通往大力神杯的道路
必然要踏过31个败者的脊梁。但也正
是这种变数和猜想，让这条道路愈加显
得或者凶险，或者曲折，或者黑暗，或者
透露出些许光亮。只是，足球本身特有
的魔力，终将一切指向愉悦和快乐——

A组：巴西的冠军之路
巴西是足球王国，在这里踢世界

杯，对于东道主以外的球队来说，有点
陷入“人民战争”的感觉。毫无疑问，巴
西不但仍是冠军大热门，而且热的程度
也应该是世界杯历史之最。

坐拥天时地利人和，实力强劲，外
加老谋深算的斯科拉里，巴西拿亚军都
是失败，甚至任何一个场次的表现不佳
都会在主场被无限放大。显然，这就是
巴西的问题所在了。一切本来看似动
力的因素，会不会成为巨大的压力？有
句话称“大热必死”，巴西小伙子们在狂
热的桑巴炫舞中会不会导致眩晕和迷
失？

一只球队能否夺冠，实力当然是最
大因素，但是也不能否认抽签运气。东
道主看似在A组会闲庭信步，但纵览全
局，在小组赛后，巴西要想进入决赛，必
须要战胜德国、荷兰和西班牙队中的两
支。东道主敢言必胜吗？

在这个组中，墨西哥、克罗地亚和
喀麦隆，则要为剩下的一个晋级资格而
搏杀。克罗地亚曾在1998年世界杯创
造奇迹，但今非昔比；墨西哥也渐渐失
去“玛雅足球”的神秘色彩。埃托奥没
有当年的英姿，喀麦隆实力也出现下
滑。相比较而言，克罗地亚和墨西哥更
有望争得第二名的位置。

本组焦点之战当属巴西与克罗地
亚队之间展开的揭幕战。2006年世界
杯上，巴西队凭借卡卡的进球以1比0

小胜克罗地亚队。历届世界杯的揭幕
战玩的都是小心谨慎，这一次志在夺冠
的巴西队，桑巴舞能否在家门口跳得更
狂野一些呢？

B组：牛角上的郁金香
分别带着斗牛士的优雅和郁金香的

芬芳，西班牙与荷兰队这对上届世界杯
决赛中的冤家一起来到了B组，在巴西
他们将继续纠缠不清。陪着他们的还有
智利和澳大利亚，当然，西荷两队为本组
实力最强，小组携手出线问题不大。问
题是两队恐怕都要争这个小组头名，以
避开与A组巴西队的过早碰撞。依稀已
经可见牛角上的那束郁金香，但不知牛
角是衬托，还是郁金香是点缀？

贵为上届世界杯的冠军，连续2个
欧洲杯冠军与1个世界杯冠军，昔日的
热身赛之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之
师”，西班牙近5年在世界足坛的风头
无可匹敌。对大力神杯的渴求、对卫冕
冠军的企盼。西班牙期待以更加出色
的状态去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挑战。

C组：踢的是球，玩的是神秘
哥伦比亚作为这个组的种子队，与

希腊、科特迪瓦、日本分在一组。哥伦
比亚、科特迪瓦、日本，看似都不是一线
球队，但个个有成为黑马的潜质。

作为种子队，哥伦比亚上次参加世
界杯，竟然还是1998法国世界杯。16
年的时差，已经足以让这支球队带上神
秘的色彩。同样神秘的还有科特迪瓦。
该队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比中国足
球闯入世界杯还要晚，所以，在世界足
坛，该队的“魔兽”德罗巴闻名天下，但科
特迪瓦足球仍难为世人了解。日本是亚
洲足球最强者，虽然也称得上世界杯的
常客，但亚洲足球本身就在世界足坛显
得生疏，更何况南美和非洲的球队对之
了解也并不多，所以该组是神秘对神秘，
倒极有可能互相成全“黑马”的潜质。

D组：死神青睐的聚会
意大利、乌拉圭、英格兰这三支都

曾夺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让D组成了
“死亡”成色最足的小组。意大利有些
倒霉，本来以种子队的身份已经躲开了
南美双雄巴西和阿根廷，不料想却碰上
了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乌拉圭队。
乌拉圭人拥有卡瓦尼、苏亚雷斯这样的
超级巨星，绝不容易对付。英格兰队也
比较悲催，这支遇强不强的世界老牌强
队，被戏称为“欧洲中国队”，而在世界
杯以及欧洲杯赛场上，英格兰从未赢过
意大利和乌拉圭。当然，与这三队同组
的哥斯达黎加，恐怕是32强里运气最
差的球队，他们有可能拿到1分吗？

E组：强弱分明无悬念
在本届世界杯的8个小组当中，E

组是强弱分明最为明显的小组，这一点
从世界排名就可以看出来。本组世界
排名最高的是瑞士，排在第8位，法国
排在第19位，而厄瓜多尔排在第23位，

洪都拉斯更是排在第41位。两支欧洲
球队的实力明显高于两支来自美洲的
球队，两个出线名额似乎已经提前被分
配完毕，这在其他小组中很少见。

F组：除了梅西，还是梅西
夺冠热门阿根廷队分到了F组，同

组有欧洲球队波黑，非洲球队尼日利亚
和亚洲球队伊朗，从实力上看阿根廷可
谓是一枝独秀，有意思的是阿根廷和非
洲雄鹰尼日利亚再次分到了一个小组，
除了2006年世界杯尼日利亚没能晋级，
2002年和2010年世界杯两队均分在了
同一小组，两次阿根廷都是以1-0取胜，
这次两队再次遭遇，可谓缘分不浅。

阿根廷队是本组比赛的焦点，梅西

则是焦点中的焦点。世界杯是个充满
故事的领域，其中的故事之一就是梅西
的世界杯入球。梅西无疑是世界足坛
现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但令人遗憾和

纳闷的是，梅西在他所参加的两届世界
杯中，居然只打入一粒入球。上届南非
世界杯上，梅西表现低迷，没能收获入
球。虽然在俱乐部的比赛中梅西无所
不能，但是世界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是
其他所有比赛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一
些人质疑梅西伟大的原因之一。如果
梅西能在本届比赛中带领阿根廷不断
前进并取得更多的入球，那么梅西封王
相信别人从此不会再有异议。

G组：非常规“死亡之组”
世界传统强队德国队与葡萄牙、加

纳、美国一起分到了G组。这个小组可
以说是本届世界杯上综合实力最强的
一个小组，4支球队中德国队排名最高，
为世界第2位，排名最低的加纳队为24
位。这个小组也可以说充满了故事，德
国队在国际大赛中再次遇到葡萄牙队，
C罗将再次挑战德国的新黄金一代。
上一届世界杯，德国队也是和加纳分在
一个小组，最终两队携手出线。美国队
主帅克林斯曼，恰好是前德国主帅，他
的助手勒夫将带领德国队再次向冠军
发起冲击。

事实上，G组的“死亡属性”一点也
不弱，甚至有可能比D组更可怕。从排
名上来看，德国（第2）、葡萄牙（第5）、
美国（第14）、加纳（第24）的综合排名
甚至要高于D组中的乌拉圭（第6）、哥
斯达黎加（第31）、英格兰（第13）、意大
利（第7）的综合排名。可以说，G组4
队的实力相对更加接近，每一支球队都
有出线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规的、甚
至是不明显的“死亡之组”。

H组：“太极虎”虎步蹒跚
在H组中，比利时、阿尔及利亚、俄

罗斯和韩国分在了一组。本组之中，没
有传统豪门压阵，但总的来看，欧洲双
雄比利时和俄罗斯携手出线希望颇大，
韩国队的前景不容乐观。

H组中，种子队是“欧洲红魔”比利
时队，该队近年来人才辈出，阿扎尔、费
莱尼、卢卡库、维特塞尔、德布劳内、孔
帕尼、维尔马伦、范比滕等球星新老搭
配合理，三线都有强大的战斗力。时隔
12年后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在实力和
运气兼备的情况下，比利时人能否在巴
西重振雄风令人关注。目前，该队之
中，除了主教练威尔莫茨外，球员们均
无世界杯经验，这对该队是一个隐患，
就看威尔莫茨能否让球队迅速进入世
界杯节奏了。

本届世界杯，已经是韩国队连续第
八次跻身世界杯小组赛，但这次，他们
遇到的麻烦也很大，从自身实力看，韩
国队正面临新老交替，虽然有9名效力
于欧洲的球员，但大赛经验不及过去丰
富，在亚洲区十强赛中，他们仅仅以微
弱优势压倒乌兹别克斯坦出线。从夺
冠赔率看，韩国队在32强中仅列倒数
第5，而比利时和俄罗斯的夺冠赔率分
列第5和第14位，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
韩国晋级不容乐观。

强中更有强中手
——看巴西世界杯看巴西世界杯3232强分组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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