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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交替，全民健身的热潮只增不

减。平日里在广场、公园或是健身场馆内

随处可见不同年龄段的身影。随着长春

市城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大众周边的体育

健身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与跟进。

在长春市区中部，有长春体育中心；

在市区东部，有经开体育场；在市区北部，

奥林匹克公园巍峨耸立。而近期，有细心

的市民发现，在市区的南部，位于前进大

街和南四环路交会处附近，一座大型综合

性体育馆——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已拔地

而起并即将投入使用，这对于周边热爱健

身的居民来说，可谓一大喜事。

近日，记者来到长春市工人体育馆，

这里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竣工，只剩下一

些“收尾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而工人体

育馆外的场地也较为宽敞，环境宜人。虽

然体育馆还未正式对外开放，但体育馆外

已有不少健身爱好者前来打卡，有三五成

群的跑者，有大爷大妈组成的健步走小团

队，也有带着小朋友来游玩的一家三口。

家住附近小区的王珂在慢跑后对记者说：

“现在我可以在体育馆外跑步，等体育馆

对外开放后，我还可以在这打篮球、踢足

球，也可以带着孩子过来练练羽毛球和乒

乓球，这对我们附近居民来说真的是太好

了。”

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的室外场地中，

笼式足球场已经基本完工，篮球场也正在

紧张地铺设当中。此外，体育场还铺设了

长度为1200米的健身步道。同时，为了方

便广大市民健身，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停车

场也修建得“足够宽敞”。同时，盛世大路

两侧及翠语路、华明街都是双向停车位，

可同时容纳百余辆车停放。在崭新的长

春市工人体育馆人行步道上，记者见到了

体育馆的整体指示牌，上面清晰标注着场

馆的所有设施——游泳馆、健身馆、乒乓

球馆、台球馆、仿真滑冰馆、篮球馆、网球

馆、羽毛球馆、笼式足球场、轮滑场等。

进入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内，映入眼帘

的是宽敞明亮的大厅，这里的施工已经

基本结束，保洁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清

理。馆内的二楼，一座宽敞的大型室内

球场高端大气，这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

球类运动场馆，配有移动观众席，可进行

篮球、排球、羽毛球等各种球类比赛，也

可作为会议、展览等使用。在该馆旁边

还有配套的更衣室、淋浴间等等，设施十

分完备。

在网球馆，记者看到了两块标准的网

球场地，目前所有铺设工作都已完成。在

羽毛球馆，场地铺设工作也已完成。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球馆内场地铺设的均为

进口运动地板，质量和规格都很高。据了

解，羽毛球馆拥有20块正规羽毛球比赛场

地。此外，长春工人体育馆其他场馆也都

“高端大气上档次”。例如，未来的乒乓球

馆将拥有40张乒乓球台，台球馆则会拥有

20张标准英、美式台球桌，以及4张斯诺

克球桌。馆内将开设综合服务区，包括体

育运动用品专卖店、餐饮服务店、食品超

市、设备间及库房。室外场地中，笼式足

球场已经基本完工，篮球场也正在紧张地

铺设当中。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长春市工人体

育馆占地约8.2万平方米，由长春市总工

会投资3.77亿元建设，是长春市重点民生

建设项目之一，旨在建成一座服务百万春

城职工和广大健身市民，集体育、运动、健

身、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性体育场

馆，满足大众的运动健身需求。

健身多了个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宽

0 比 3，面对阵容并不齐
整、磨合时间存在不足的澳
大利亚队，中国男足国家队
在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第三阶段 12 强赛 B
组首战中遭遇当头一棒。国
足在 12 强赛的初次亮相中并
没有制造惊喜，3 粒丢球、2 张
黄牌，以及寥寥无几的射门，
打破了球迷们寄望国足“以
弱胜强”的幻想。

比赛是一面镜子，必须
承认真实的实力差距。虽然
澳大利亚队现在没有像卡希
尔这样的明星球员，但是大
都是欧洲联赛的主力球员，
即便不是五大联赛，实力也
是过硬的。看看苏塔对武磊的防守，武磊在苏塔面前，
就像是撞了一堵墙，差距太大，武磊没有任何办法。

很明显，国足与澳大利亚的首战在首发安排有问
题，相比于 40 强赛末轮与叙利亚队比赛，中国男足本场
比赛阵容变化幅度不大。在沿用 442 初始战阵的情况
下，主帅李铁将原本担纲中卫之一的张琳芃移至右后卫
位置上，从而顶替因伤缺阵的唐淼，而他留下的中卫空
缺则由近年来改打中卫的老将于大宝填补，不过这却是
最大的败笔。如果从张琳芃的右后卫出身、于大宝相对
丰富的经验及联赛中稳定的表现来看，这个调整似乎合
理。不过，与欧洲联赛职业球员组成的澳大利亚队相比
较，差距立竿见影。被主帅李铁看重经验的于大宝节奏
太慢，有点迈不开腿的感觉。

而中场弱势也让国足在这场比赛中毫无存在感，吴
曦发挥低迷，张稀哲除了开场转移左侧一次传球还不
错，之后乏善可陈。中场的“塌腰”令国足全线被动，被
澳大利亚队轻松接管了比赛的控制权，令其从容地把控
这比赛节奏。

实话说，中国足协为中国男足创造的最顶尖保障条
件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球队的硬实力。跻身 12 强赛
前，国足在李铁麾下仅仅参加了 4 场正式国际比赛，其中
也只有 40 强赛收官战与叙利亚队的比赛算得上高质
量。相比于有诸多效力于欧洲主流联赛球员助阵的澳
大利亚队、日本队，国足仅拥有武磊这一名留洋球员。
换言之，中国足球与世界先进足球之间的距离被拉得越
来越大。国足与澳大利亚上次在国际赛场的对话发生
在在 6 年多前亚洲杯 1/4 决赛赛场。国足将帅对于对手
的了解，更多依托于数据资料。因此，直到经历了真刀
真枪的实战，国足自身能力水平的落后才有了更为清晰
的展示。

对于国足来说，3 球完败的结果来得太早，但也来得
及时。毕竟12强赛才刚刚开始，国足不过是输掉了10场
比赛中的第 1 场，这个结果对国足来说并非具有毁灭
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首战失利让中国男足连同现场
观战的中国足协工作组，对比赛难度以及球队的定位有
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场脆败无异于给国足团队每个成员浇上一盆冷
水，被“打醒”的国足能否及时纠错，丢掉所有不切实际
的幻想，重归理性，才是他们亟待解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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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勃）近日，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与武

汉体育学院就足球项目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在武汉

体育学院足球学院达成意向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在共建“武汉体育学院实践基地”

和“武汉体育学院优质生源基地”等方面进行合作，共同

为中国足球培养既有良好职业素质、又有很强操作技能

的应用型人才。

多年来，我国不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大力支持体育

事业特别是足球事业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

境，这也为武汉体育学院与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实现战

略合作提供了土壤。同时，足球也拉近了武汉与长春的

距离。目前，正在征战中超联赛的长春亚泰队有吴亚轲、

严智宇两名武汉籍球员。

此次达成意向合作，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与武汉体

育学院将突出特色实践，一方面利用长春亚泰足球俱乐

部的资源优势，为武汉体育学院足球学院提供实习实践

基地，输送优秀足球人才；一方面利用武汉体育学院足球

学院的教学优势，为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提供技术和人

才支持。双方将共同讲好武汉体育学院足球学院与长春

亚泰足球俱乐部的故事，共同为中国足球事业积蓄源源

不断的人才力量。

长春亚泰与武汉体院
足球学院共建实训基地

按以往惯例，CBA联赛都在当年10月份打响赛事

第一枪，2021-2022年 CBA联赛开打时间虽未官宣，但

距离新赛季 CBA 大幕开启的时间应该所剩不多。此

前，有关今年夏窗各支球队球员转会的消息屡见不

鲜，可以看出无论是争冠球队抑或是中下游球队都在

暗中较劲，为球队更上一层楼打基础。8月31日，CBA

联盟的20支球队均已确定阵容名单并全部完成注册，

由此可以看出，新赛季各支球队的阵容框架也已基本

确定。相比上赛季，新赛季各球队的阵容均迎来调

整，且调整的程度不一，各球队的实力也有着相应的

变化。

豪强球队 力求实力最大化

由于今年奥运会落选赛和亚洲杯预选赛的缘故，

CBA上个赛季结束得很早，因此让各支球队对新赛季有

了充足的准备时间。目前各队的主要补强基本完成，

从纸面实力来看，下赛季的四强将会重新洗牌，“辽粤”

基本稳定，新疆队则陷入周琦退赛的窘境，上海队和北

京首钢队在经过一系列的补强后，也将威胁到实力不

俗的浙江队。

无论是球队底蕴还是整体阵容，广东队坐拥胡明

轩、易建联、赵睿、周鹏、任骏飞等一整套中国男篮国家

队主力，是联赛中最强的存在。而辽宁队则凭借郭艾伦、

张镇麟、赵继伟、韩德君等主力，是目前广东队最大的对

手。浙江队迎来自己的潜力内线余嘉豪，阵容初步具备

挑战广东队与辽宁队的实力。除此之外，一些“黑马球

队”也正在悄然崛起。

广东队在休赛期成功续约多名球员，保留上赛季夺

冠班底之余还引进徐昕、张明池两位年轻球员，球队内线

得到较大补充。同时，新赛季易建联也正式回归。广东

队近三个赛季在杜锋的执教下，取得了质的飞跃，年轻球

员均得到锻炼和提高，广东队讲究的是团队作战，他们依

旧是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

辽宁队在经历上赛季总决赛失败之后，队内也发生

了变动，虽然在休赛期折损了刘志轩和吴昌泽两位球员，

但整体实力基本没有太大变动。新赛季，杨鸣将继续执

教，伴随赵继伟续约后，18人大名单也已出炉，就阵容实

力来说，冲击总冠军是杨鸣唯一的目标。

浙江队是近两个赛季公认的“黑马球队”，在常规

赛打出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到了季后赛则明显乏力。

休赛期间，浙江队针对自身劣势进行了补强，在内线

方面引进了余嘉豪。经过两个赛季的磨练，浙江队这

支青年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新赛季或许会成为最闪

耀的“全华班”。

上海队是在休赛期引援最多的球队之一，他们引

进的球员不仅数量多，而且实力强。在上赛季得到

可兰白克、刘铮等人的基础上，新赛季在锋线上又引

进了任骏威，还补充了本土顶级内线之一的王哲

林。上海队多个赛季以来内线相对羸弱，王哲林的

加盟必将使球队的内线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再者，

与功勋教练李春江签约，足能证明上海队在新赛季

要有一番作为。

广厦队现在的核心阵容依旧保留了胡金秋、赵岩

昊和孙铭徽，基本延续了上赛季的阵容班底，实力不容

小觑。在寻找到合适外援的基础上，广厦队依然实力

不俗。上赛季，广厦队不仅双杀了辽宁队与新疆队，还

打爆广东队的内线。从阵容来看，广厦队以下克上的

实力绝不在浙江队之下，相信新赛季依然会占据前八

的一个位置。

由于新疆队核心球员周琦的退赛，球队在新赛季或

较为难打，没有周琦的新疆队内线实力将会受到极大影

响，另外一位核心阿不都沙拉木将会扛起球队进攻的重

任，虽有齐麟、唐才育等年轻球员辅佐，但新疆队在新赛

季的日子并不好过。

中下游球队 转会市场暗自博弈

与CBA豪强球队相比，处于联盟中下游的球队也将

目标投入到转会市场，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

益。老牌劲旅北京首钢队迎来主力球员翟晓川的伤愈复

出，队内还有李慕豪、范子铭、雷蒙和田宇翔等一众好

手。新赛季首钢队依旧以老将为班底，整体实力有了不

小的提升，首钢队依旧是联盟中防守能力顶尖的球队。

深圳队最近几个赛季成绩不理想，随着沈梓捷的横空出

世，深圳队似乎有了非常大的爆发力。在球员转会期间，

深圳队签下了前CBA全明星大会“三分王”于长春，而深

圳队是一支以外线投射见长的球队，于长春的加盟定会

提升深圳队的外线实力。

上赛季的“黑马”山东队，现在不仅拥有陶汉林、陈培

东、贾诚、焦海龙等本土优质球员，而且高诗岩依旧以租

借方式留在队内。更重要的是，CBA昔日最强锋线丁彦

雨航也强势回归，想必山东队在本赛季的目标会更进一

步。北京北控队的实力在上赛季被严重低估，新赛季北

控队依旧是非常有潜力的球队，球队“状元郎”王少杰还

在进步，俞长栋、邹雨宸等融入球队之后，在合适的外援

驱动下整个北控队将具有搅局的能力。福建队多个赛季

以来一直在季后赛边缘徘徊，他们需要重建，以王哲林“1

换4”后，队内整理实力也得到了补强。虽然失去王哲林

这样的领军人物，但福建队也正式迈入“后王哲林时代”

的重新组建中。

宁波富邦队是新赛季的新成员，球队需要通过各种

渠道招募球员，而吉林队的张彪是他们最大牌的引援。

虽然张彪不是顶级球星，但他拥有非常稳定的中投能力，

可以成为得分支柱。现在宁波富邦队的球员大体框架基

本已经确定，除了张彪之外，其他球员基本都是25岁以

下的年轻小将。大部分由年轻球员组成的球队在CBA中

很难立足，希望张彪能够把吉林队的优点延续到宁波富

邦队，帮助球队尽快完成球队初创的过渡期。

此外，青岛队因为刘传兴的离队，实力可能会有所影

响。广州队虽然休赛期有着较大的补强，但整体实力和

上赛季相差无几，相信还是会在季后赛边缘徘徊。而四

川、山西、江苏、同曦、天津队等在休赛期无较大补强的情

况下，相信还会是“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

吉林东北虎队 找不足补漏洞

作为CBA联赛中实力最弱的球队之一，吉林东北虎

队经常在自由市场作为旁观者出现。不过吉林东北虎队

在休赛期同样着手引援，这原于总经理“虎王”孙军不甘

心球队连续止步季后赛首轮。随着张彪加盟宁波富邦

队、郭金林加盟四川队、柴长易退役，吉林东北虎队迫切

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主教练王晗也期待有更多有实力

的球员加盟，以提升球队实力。

据吉林东北虎队官宣，球队已经与代怀博顶薪续约，

加上“双姜”、崔晋铭、李安、刘天意、丁皓然等一众悍将，

吉林东北虎队基本保证了上赛季原班人马。王晗率领的

吉林东北虎队近几个赛季频频闯入季后赛，球队整体实

力已不容任何球队小觑。近几年，吉林东北虎队的年轻

球员们正在逐渐成长，总经理孙军曾在新赛季吐露心声，

球队将以“全华班”进行比赛，球队将围绕姜宇星、姜伟泽

进行打造，新赛季“双姜”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姜宇星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核心，他的无球跑位和突

破极具杀伤力，上赛季第一阶段在没有外援琼斯的时候，

姜宇星就展现出非凡的天赋，率队一度杀入前四名。琼

斯的回归使得他进攻发挥不出来，在队中地位受到阻

碍。新赛季，姜宇星又将重新回到核心位置，相信他一定

会找回最佳状态。而姜伟泽是吉林东北虎队最重要一

环，是一名真正的“冷面杀手”，三分球是他赖以生存的绝

技。上赛季，他多次凭借三分球力挽狂澜逆转比赛，投中

三分球数量排联盟第一，主教练王晗一直把他当奇兵使

用。新赛季，姜伟泽势必会获得更多上场时间来施展自

己的才华。

目前，吉林东北虎队内线只有老将钟诚和李安坐镇，

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两位老将很难长时间出战高强度的

比赛。为此，球队在2021年度CBA选秀大会首轮第十顺

位选择了来自中南大学的刘禹涛。1997年出生的刘禹

涛身高2.07米，可打前锋或中锋位置，这对于吉林东北

虎队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内线补强。

此外，球队还相继引进来自浙江队的内线张正昕，他

能够缓解钟诚、李安的内线压力，并且提升了吉林东北虎

队的内线平均高度，对于主教练王晗的战术体系拓展也

有帮助。另一名引援是来自南京同曦的李盛东，其加盟

可以顶替郭金林的位置，也让吉林东北虎队的阵容厚度

有所提升，主教练王晗期待他在新赛季成为替补席上的

尖刀。正所谓哪里不强补哪里，张正昕的到来弥补球队

内线漏洞，李盛东的加盟继续充实球队锋线。吉林东北

虎队一向以“团队篮球”著称，我们有理由相信，吉林东北

虎队新赛季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目前，吉林东北虎队正在长春集训备战，期待能在即

将到来的新赛季有着更好表现。“不管赛制、赛场有什么

变化，我们球队都做好了充足准备，新赛季目标就是比上

赛季表现得更好一点。”主教练王晗说。

蓄力补强越层楼
——CBA新赛季球员转会解析

本报记者 张宽

为全面开展岗位练兵工作，近日，洮南市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开展体能训练。 冯洋 摄

吉林东北虎队代怀博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