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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
1月 9日，亚洲U23锦标赛在江苏拉开

帷幕。
亚足联U23锦标赛（AFCU-23 champi-

on）又称U23亚洲杯，是亚足联举办的23岁
以下男子足球锦标赛，也是亚足联系列比
赛中，仅次于亚洲杯的高水平国家队赛
事。该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

夏季奥运年，亚洲U23锦标赛同时也是
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本届亚洲U23锦标
赛的四座举办城市位于江苏南部，均为历史
文化名城，风景优美、经济文化和旅游业发
达，来参赛的亚洲各国朋友将领略到独特的
中国南方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举办本届
亚洲U23锦标赛的四座球场分别是：容纳三
万八千人的常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两万五
千人的昆山体育中心、三万一千人的江阴体
育中心、以及三万五千人的常熟体育中心。

本届亚洲U23锦标赛一共有16支球队
参加，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作为
亚洲的传统劲旅，自然是购彩者心中的夺
冠大热门。而这四支球队中，尤以澳大利
亚和韩国最具冠军相。澳大利亚加入亚足
联之后，立即便打破了亚洲足球的传统格
局，本次参加U23亚洲杯，澳大利亚U23的
大名单当中有多人在海外联赛效力，有着
丰富的比赛经验，可以说澳大利亚U23是本
届杯赛的夺冠大热门；韩国在两年前的U23
亚洲杯中成功杀入决赛，但是球队在两球
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队完成大逆转，痛失
冠军。本次亚洲U23锦标赛，卷土重来的韩
国队自然是志在冠军，由于近年来加大了
对青训的投入力度，韩国队各个年龄段的
青年队都有着长足的进步。

中国是2018年该赛事的东道主，虽然

直接获得参加决赛阶段的资格，但为了锻
炼队伍，仍参加了预选赛。最近两届U23亚
洲杯对于中国队而言并不是美妙的回忆，
六场比赛，中国全部失利。本次以东道主
的身份参赛，国足已经在本项赛事中拿到
了首个积分。1月12日和15日，中国还将在
奥体中心先后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
尔。此番角逐U23锦标赛，中国队由国足助
教马达洛尼挂帅。这里也预祝中国队能取
得好的成绩，购彩者也可以跟着中国队一
起有更多收获！ （体彩）

亚洲U23锦标赛投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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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体彩

新华社广州 1 月 11 日电 广州
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10日晚间发
布 公 告 ，对 俱 乐 部 引 援 进 行 说
明。公告称，从2017年开始，俱乐
部明确外援引进要与中国足球水
平相匹配的原则，坚决不花高价
到国外引进外援，坚决不搞外援
的引援竞赛，把工作重心转向青
少年球员培养。

公告还表示，将继续坚定实施
从恒大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一条
龙”模式，到2020年逐步实现“全华
班”的目标，为中国足球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月9日，中国足球协会官网发
布声明表示，日前网络上出现了“两
家俱乐部疑似就引进外援抬价”的
相关新闻，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足
协已向两家俱乐部发出问询函，要
求其说明具体情况。在下一步调查
中，如发现违规行为，中国足协将依
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声明还表
示，为规范国内外球员转会行为，引
导俱乐部减少非理性投资，为中国
足球职业联赛的发展营造公平健康
的环境，中国足协将于2018年继续
实行引援调节费制度。中国足协将
密切关注各职业俱乐部在新赛季的
引援运作，加大审查力度，针对任何
违规操作或乘间抵隙的行为，将严
肃查处，绝不姑息。

9日当天，广州恒大俱乐部发
布公告，对俱乐部“以严重超出中国
足协设置的引援调节费标准的费
用，引进正在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
赛的球员”的报道作出澄清，并表示
相关德国足球甲级俱乐部在接受德
国媒体采访时已予以明确否认。

目前尚无其他俱乐部发布公告
进行相关说明。

广州恒大表态：

不花高价引外援
两年实现“全华班”

新华社马德里 1 月 10 日电 皇
马主帅齐达内10日证实，他已经和
俱乐部续约至2020年。

“已经签约了。”皇马以总比分
52 淘汰努曼西亚队、晋级西班
牙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之后，齐达
内说。

齐达内自担任皇马主帅之后取
得了梦幻开局，率队拿下了8座冠
军奖杯。可是，本赛季皇马的处境
有些艰难，在西甲联赛中已经落后
巴萨16分。

45岁的齐达内说：“我很享受
每天的工作，当教练就是这样。我
很难想象自己两三年后还在这儿做
教练，因为这一行不是那么稳定。
我知道教练这行的风险，即使续约
了也不会改变什么。”

齐达内与皇马
续约至2020年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2018
年WCBA全明星赛将于21日在江
西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经过
票选，南北区首发阵容正式揭晓，
山西队后卫武桐桐以184015票成
为票王，而北区得票最多的是北
京队的邵婷，得票数是144359。

本次投票的规则是将候选球
员分成后卫、前锋和中锋三个位
置，球迷可以同时从北区与南区

球员候选名单中各挑选五人（一
名中锋、二名前锋、二名后卫）作
为首发，其中每方的首发阵容中
最多只能有两名外籍球员。

经过投票，北区的先发阵容
为：杨衡瑜（山东）、高颂（北京）、邵
婷（北京）、王丽丽（新疆）、金佳宝
（沈部）；南区的先发阵容则是：李月
汝（广东）、露雯（八一）、王雪朦（八
一）、武桐桐（山西）、杨力维（广东）。

和上赛季全明星赛相比，本
次南北区的先发阵容中没有外
援，而且南区的先发五人与上赛
季完全不同，北区也仅有邵婷一
人再次入选先发。

来自山西队的后卫武桐桐成
为今年全明星赛的票王，这名
1994年出生的年轻后卫，来自CU-
BA 的湖南师范大学队。在征战
CUBA时期，她是明星选手，曾单

场拿下 48 分。正是由于在大学
时期的出色表现，她被山西女篮
看中，从2015-2016赛季开始征战
WCBA。去年夏天，她入选了国奥
女篮名单，经过历练，新赛季对阵
沈部的比赛中，她拿到 29 分，创
造了 WCBA 生涯单场得分新高。
截至本赛季常规赛第22轮，武桐
桐场均能够得到 15.4分 3.5个篮
板3.8次助攻和2.3次抢断。

WCBA全明星首发出炉

山西后卫武桐桐当选票王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 美
职篮10日进行的金州勇士队和洛
杉矶快船队的较量中，勇士球星
杜兰特轻松跨越职业生涯两万分
的里程碑，不过杜兰特表示自己
从未想过达到这一高度。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拿到两
万分。我刚进入联盟的时候，给
自己确定了拿到赛季最佳新秀的
目标，然后还曾给自己确定场均
25分的目标，但是我从未给自己
定下拿两万分、三万分这样的宏
伟目标，我只是一步一个脚印，一
点点积累自己的成就，然后我就
成为两万分先生了。”杜兰特在勇
士、快船之战前接受采访时说。

29岁的杜兰特也是史上第二
年轻的“两万分先生”，比杜兰特
更早达到这一高度的是詹姆斯，
后者 28 岁时完成了两万分的壮
举。除了这两位球星外，还有三

位巨星在 30 岁之前就获得这一
成就，他们分别是张伯伦、乔丹和
科比。本赛季是杜兰特征战NBA
的第 11个赛季，两万分共花了他
737场比赛的时间。

“从未想过能和这些巨星比
肩，但是当知道可以加入这个精英
的行列时，自己还是感到非常自豪，
尤其是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做到
这一点，更让我感到非常特别。我

的职业生涯有很多令人难以忘怀
的时刻，我经常去回忆它们，正是这
些重要时刻使我成为现在的杜兰
特，也正因为这些时刻，让我有更多
动力继续前行。”杜兰特说。

比肩四巨星，29岁阿杜成为“两万分先生”
不过在他的“里程碑之日”勇士队主场却以106125不敌快船队

本报讯 里约奥运会期间，中
国台湾网友的一句玩笑话“张继科
后面那个胖子是官员吗？全场好
像就他不懂球”直接将中国乒乓球
队前总教练刘国梁推上了“网红”
宝座。1月10日，刘国梁迎来42岁
生日。在央视记者李武军发布的
生日祝福微博中，刘国梁亲自承认
自己的教练生涯已经结束。

去年4月 6日中国乒协正式
公布东京奥运周期国乒教练组名
单，刘国梁继续出任总教练一职，
马龙的主管教练秦志戬出任男队
主教练。

然而在刘国梁率队出征杜塞
尔多夫世乒赛并再次取得大捷，
丁宁、马龙分别卫冕女单和男单
冠军后不久，中国乒乓球协会发

布消息称，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刘
国梁将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
席，不再担任国乒总教练。

1 月 10 日，刘国梁迎来 42 岁
生日，央视乒乓球专项记者李武
军在微博上晒出和刘国梁工作上
的合照，并写下生日祝福。在这
则微博下面，刘国梁评论道：“我

当队员时你就跑（乒乓球），我转
教练了你还跑，我教练都退役了，
你还在跑，看来在乒乓球的路上
真跑不过你啊……”

刘国梁的这一番话，无异于
为自己的教练生涯亲自画上句
号，他的离开也意味着中国乒乓
球一个时代的完结。

（王禹）

“不懂球的胖子”告别国乒教练生涯

1月10日，勇士队球员
杜兰特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当 日 ，在 2017- 2018 赛 季
NBA常规赛中，金州勇士队
主场以 106125 不敌洛杉
矶快船队。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