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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张吉龙：

弃选是个人意愿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日体育
专电 亚足联代理主席张吉
龙３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他
既不参选亚足联主席，也不
参选国际足联执委，但仍将
担任亚足联副主席。

３月３日是竞选报名截止
日，张吉龙在这一天正式公
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本人将不会参加亚
足联主席竞选。这个决定完
全出于我个人意愿且经过认
真考虑。我很荣幸在亚足联
最困难时期获得信任，作为
代理主席主持工作。我很高
兴能够与亚洲足球大家庭的
同仁们、朋友们共同工作，为
维护亚足联在特殊时期的稳
定作出努力，”他说，“现在，
我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是
时候为亚足联选举一位新的
领导者了。亚足联需要新鲜
血液和更年轻的力量带领亚
洲足球达到新的高度。”

张吉龙还表示：“平静远
离亚足联已久。我相信亚洲
足球大家庭的每个人都渴望
看到和平回归。我自己不想
再看到这个家庭里的又一场
纷争。希望我的退出能够为
亚洲足球带走一些紧张气
氛 ，带 来 更 多 的 和 谐 与 团
结。”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０日，时任亚
足联主席哈曼因贿选被国际
足联停职，按照亚足联相关
章程，身为亚足联第一副主
席的张吉龙出任代理主席。
时至今日，张吉龙已在代理
主席的位置上坐了近两年，
尽管未能再进一步，但张吉
龙表示，自己仍将担任亚足
联副主席至２０１５年，仍能为
亚洲足球服务。

亚足联将在３月１３日召
开执委会会议确定候选人名
单，届时是否直接公布也未
可知。据悉，有可能参加亚足
联主席竞选的有国际足联执
委、泰国人马库迪，巴林人萨
尔曼，阿联酋足协主席萨克
尔和沙特人哈菲兹。国际足
联副主席、西亚足球联盟主
席阿里将在下周于约旦召开
的会议上召集后三名西亚
人，询问他们具体的竞选原
因和计划。换言之，有可能从
三人当中筛选出一人代表西
亚竞选，以减少选票分流。当
选者将完成原主席哈曼剩余
的任期，即至２０１５年结束。

中国足协：

尊重张吉龙的决定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３日
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理解并尊
重亚足联代理主席张吉龙不
参选亚足联主席的决定。

张吉龙当日早些时候表
示，既不参选亚足联主席，也
不参选国际足联执委。

对于张吉龙的决定，中国
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理解并
尊重。

尽管未能摘掉“代理”的
帽子，但张吉龙表示自己仍将
担任亚足联副主席，仍能为亚
洲足球服务。张吉龙原本就是
在原亚足联主席哈曼因贿选
被国际足联停职后以亚足联
第一副主席身份出任代理主
席的，此番不参选主席后，按
照亚足联相关章程，他将继续
担任副主席一职。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称：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
在亚足联担任何种职务，中国
足协都会坚定支持亚足联的
工作，促进亚洲足球的发展与
进步。中国足协真诚希望亚洲
足球大家庭在团结稳定中走
向未来。 （公兵）

过去执教的八个赛
季，大彬始终没有品尝到
季后赛第二轮的滋味，在
横扫东莞晋级四强后，他
的执教履历实现了一大突
破。不过季后赛还在紧张
进行，大彬根本没有时间
享受这一荣耀。与此同时，
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卫
冕冠军北京直落三场，横
扫浙江广厦，同黄金男篮
会师半决赛，如何迎战卫
冕冠军北京，成了眼下巩
晓彬最关注的问题。

在灯光的映射下，巩
晓彬头发上的汗珠闪烁着
晶莹的光芒。比赛刚一结
束，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
把他包围了起来。带着一
脸平静，巩晓彬细细回答
着每个人的提问，没有人
意识到此时此刻，大彬刚
刚创造了执教生涯的一个

里程碑。从2003-2004赛季
接手黄金男篮，除去2010-
2011赛季外教短暂接任，
巩晓彬一直在山东男篮主
教练的位置上，伴随着这
支让他难分难舍的队伍。
当年的少帅，早已过了不
惑之年，手底下的青年军
换了一茬又一茬。终于，在
2013年春天，大彬迎来了
收获的季节：常规赛亚军、
季后赛四强，一系列崭新
的纪录正在等待着他去书
写。

此时的巩晓彬没有太
多心情躺在功劳簿上享
受，他更看重自己能走多
远，“半决赛我们将遭遇卫
冕冠军北京，这是一支拥
有许多优秀球员的队伍，
比赛的难度很大。”根据赛
程表，季后赛半决赛将在3
月10日开打，黄金男篮首

战被安排在五棵
松 体 育 馆 。接 下
来，球队有一周的
时间来准备同北京
的比赛，对双方的
实力，巩晓彬有着
清醒的认识，“北
京的优势在马布
里，老马的比赛
控 制 能 力 很
强，北京队内
有 一 批 能 打
球、很拼命的
国内球员。相
对而言，我们
打球的人员
和移动进攻
点 比 北 京
多一些，不
足之处是，
我 们 队 员
更年轻，季后赛经验匮乏，
还得解决心态问题。”

对阵北京 不敢放松

大彬瞄准半决赛
本报记者 刘伟

终场前五分钟，黄金
男篮被东莞打出一波11：
0，领先优势瞬间被缩小到
了9分。关键时刻，阿巴斯
凭借一个近乎杂耍般的上
篮，以及一次加罚，为球队
重新稳住了局面。阿巴斯
的勤恳，打动过他所效力
的每一支球队，其中包括
现在的山东，以及半决赛
即将面对的北京。在往昔
感情与现今荣誉之前，约
旦人有点纠结。

2010-2011赛季，阿巴斯
在北京队效力，带领球队杀

进了季后赛。和蔼的个性，
朴实的球风，让京城球迷记
住了这位老好人。常规赛首
度交锋，黄金男篮客场挑战
北京的时候，首钢体育馆
外，甚至有几位球迷专程等
候阿巴斯索要签名，寒风
中，约旦人拿着笔一一应
允。走进大巴后，队友们对
约旦人在京城的人气赞不
绝口，阿巴斯只是憨厚一
笑。“他们是一支有竞争力
的球队，我们和他们会有很
好的对决，他们也是一支顽
强的球队，我爱北京，我爱

这支球队，这会是一轮艰难
的系列赛。”阿巴斯也丝毫
不掩饰自己对北京的喜爱。

不过现实不允许阿巴
斯跟北京套太多“近乎”，
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
状态火热的山东队实现突
破。“我相信黄金男篮能走
很远，我会尽全力帮助这
支球队。下轮对北京，我们
会集中精力备战。”阿巴斯
表示，“我们更好，不是因
为有三个外援，而是因为
我们球队打得很整体，我
们有好的中国球员。”

半决赛对阵老东家

阿巴斯犯了难
本报记者 刘伟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日体
育专电 除了山东之外，
广东和北京也各自横扫对
手 挺 进 四 强 ，新 疆 则 以
１１２：８９击败辽宁，总比分
２：１拿到赛点。

头号得分手昆西·杜
比缺阵，让浙江稠州雪上
加霜以全华班迎战。领头
羊上半场就以５１：３８领先
１３分，易建联全场１９投１３
中得到最高的２６分，迪奥
古也有１７分和１０个篮板入
账，分差在第四节拉大到
２０分 左 右 。最 终 广 东 队
１０９：８６兵不血刃地击败浙
江，以３：０横扫对手晋级。

北京更狠，继上赛季
横 扫 广 厦 后 ，当 日 主 场
１０１：８７成功逆袭对手，再

度完成对广厦的横扫。
面对内线庞然大物拉

莫斯，北京队中锋莫里斯充
分发挥中距离跳投和脚步
移动优势，打得最舒服，豪
取３８分和１０个篮板。马布里
也用１８分和１０次助攻再次证
明了其球队大脑的作用。

“今天的开局不太理
想，不在我们预想的攻防
体系内，但好在后来慢慢
调整过来了。”北京队主教
练闵鹿蕾说。

新疆和辽宁的比赛则
是火药味十足，上一场新
疆就受到篮协７万元处罚，
本场辛格尔顿和李晓旭又
险些大打出手，最终新疆
主场１１２：８９击败辽宁，总
比分２：１率先拿到赛点。

广东北京上岸

辽宁新疆死掐

挨过了雾霾重重的冬
天之后，春天终于真正来
临。3日晚上横扫东莞队之
后，山东男篮在等待了11年
后，再次杀入季后赛半决
赛。

“这三场比赛像我们整
个赛季的缩影，充斥了太多
的变化，很多地方让人抓
狂。哈德森两个月没打球，
对新的战术体系甚至还在
适应。”赛后，戈尔沮丧地
表示。多事之秋，戈尔回天
乏术，在兵强马壮的黄金
男篮面前，东莞被横扫出
局。这一败，澳洲人心服口
服，“山东队有实力冲击总
冠军，他们的队内气氛、团
队配合、内外援发挥，以及
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出色。”
整个系列赛，东莞的颓势
与黄金男篮的升势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复仇东莞，只
是黄金男篮迈向更高一步
的开始。

在连续两场高强度防
守战之后，东莞队疲态尽
显，状态同前两战已不可同
日而语。首节比赛，东莞系
列赛赖以生存的包夹防守
与全场扩大紧逼没了，松垮
的防线，给了黄金男篮大把
轻松出手的机会。一节比赛
下来，主队得到29分。在黄金
男篮更有针对性的防守面
前，东莞仅仅得到12分，也正
是这一节建立的优势，为整
场比赛奠定了基调。从这一
节来看，东莞队虽然嘴上不
饶人，誓言杀回大朗，但却
没怎么拿出实际行动，倒是
大比分领先的黄金男篮，对
胜利的渴求更加明显。

“比赛获胜，要感谢弗
罗曼对球队做出的贡献，感
谢他的敬业态度。”赛后大
彬表示，“上一场比赛，弗罗

曼在对抗中被撞到了肋骨，
但这场比赛他坚决要求上
场，给球队在防守端很大的
支持。小丁经过前两场沉淀
后，这场比赛也放开了，攻
击性很强，这都是我们取胜
的关键。”

“总冠军外援”哈德森
同海斯利普联手拿下了50

分，末节带
队一度将比
分缩小至只差
9分。不过哥俩
不来电、同全队串
联差的弊病并没有
实质性改观。海斯利
普没了上一场比赛的
火烫手感，但他仍然很
迷信，整场单打独斗不断，
让场边的戈尔直挠头。除了
同哈德森短暂交流几句，看
不到“离谱哥”跟队友们有
多亲密。上一场打铁不断的
杰特，比赛中没再跟自己较
劲，多数时间他中规中矩地
打起了一号位。在首发的王
汝恒为自己很好地分担了
压力后，杰特只是在球队最
需要自己的时候疯狂了一
把。从第三节末尾到第四节
初，杰特连得1 1分，省体

“MVP”的呼喊比以往任何
一次都要强烈，这种呼喊，
代表着球迷对球队领袖最
大的认可。

春风推开
梦想的窗
黄金男篮110：95东莞，
3：0横扫对手晋级四强
本报记者 刘伟

弗罗曼的
防 守 密 不 透
风。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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