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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中国球迷争抢看台，沙特显露土豪本色

买买55000000张张球球票票大大唱唱““空空城城计计””
本报记者 胡建明

首战面对18年未曾战胜过
自己的中国队，沙特队全队上
下希望不管在场内还是场外都
能战胜对手。从前方记者传来
的消息称，沙特方面在得知中
国球迷在赛前已经预订了一万
多张球票的消息后，马上争抢了
5000张球票。但因为他们组织不
了这么多球迷，大部分球票根本
就没有用上。来自沙特方面的解
释是，宁肯让看台空着，也不能
让中国球迷占领着大部分看
台。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虽然本届亚洲杯的举办地
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本土非常遥
远，但是仍然有不少球迷从国内
飞来给中国队加油，加上澳大利
亚当地数量众多的华人，中国队
的球迷人数超过了一万多。

这种现状让沙特队看不下
去了。在比赛之前，他们紧急抢
购了5000张球票以削减中国球
迷的力量。一位在现场观战的
中国球迷告诉前方记者：”沙特
球迷是怕中国球迷把看台都坐
满了，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
们是怕在气势上输给中国队。“

其实，现在的沙特队已经

不像原来那么土豪了，这一点
从他们本届亚洲杯的奖金发放
制度就能看出道道。

据悉，沙特队本届亚洲杯
的赢球奖金采取的是逐场递增
的方式，首场与中国队的比赛，
如果获胜，23名球员每人将获
得15000沙特里亚尔(约合2 . 48
万人民币)，全队光是球员的奖
金就是57万人民币。而如果比
赛打平，这笔奖金将减半；输球
则一分钱也捞不着。

而第二场对阵朝鲜队的比
赛，球队的赢球奖金则为每人
1 . 9万里亚尔(约合3 . 14万人民

币)；第三场对乌兹别克斯坦，
赢球奖则为每人2 . 25万里亚
尔(约合3 . 72万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越往
后，奖金就越丰厚，如果沙特队
一路杀进决赛，并在决赛中获
胜，单场比赛的奖金额就可以达
到每人45万里亚尔(约合74 .4万
元人民币)，23名球员一共可以
拿到1035万里亚尔(约合1711万
人民币)。

可惜的是，在首战中国队
的比赛中，他们就遭到棒喝，如
果后面两场比赛再打不好，他
们甚至连小组都难以出线。

新华社堪培拉1月10日体育专
电(记者 徐海静) 亚洲杯足球赛
韩国对阿曼的小组赛10日在堪培拉
开战，“太极虎”1：0小胜对手。

开赛前一小时，堪培拉雷声大
作，随即下起瓢泼大雨，不过开哨时
雨已停了。

上半场45分钟之内，韩国队控
球率占68%，有5次射门，但一直未能
打破场上僵局。补时阶段，形势发生
变化。具滋哲的一记劲射被哈卜西
扑出，曹永哲在另一侧迅速跟进，倒
地补射，哈卜西被防守队员挡住视
线，皮球滚入网窝。

下半场开场后，韩国队制造多
次射门良机。具滋哲一记头球攻门，
可惜太正，被哈卜西托出。

此时，雨又下了起来，且越下越
大。虽然是不擅长的水战，但阿曼队
顶住压力，甚至在下半场后半段贡
献了颇为精彩细腻的前场短传配
合，以及比上半场更具威胁的进攻。

下半场补时阶段，阿曼队获得
角球机会，前锋伊马德头球攻门被
韩国门将单手托了一下，球打在下
门框上，又打在门将身上弹出，这是
阿曼队扳平比分的最佳机会。

韩国队下一场将于13日迎战小
组另一支西亚球队科威特队。17日，
韩国队将对决本组最强对手、东道
主澳大利亚队。

目前，A组比赛结束两场。澳大
利亚和韩国均全取3分。澳大利亚队于
9日的揭幕战中4：1战胜科威特队。

新华社悉尼1月10日体育专电
(记者 唐明 赵小娜) 2015亚洲
杯第二比赛日于当地时间10日晚在
澳大利亚悉尼拉开帷幕，乌兹别克
斯坦队凭借谢尔盖耶夫的进球，以
1：0战胜朝鲜队。

北京时间10日15时，中国队所
在的亚洲杯B组首场比赛在悉尼展
开，朝鲜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首先
开球的是朝鲜队。第10分钟，朝鲜队
获得角球机会，球被伊斯洛夫顶了
出来，朝鲜队再传，再次被对方顶
出。

第17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狄木
尔·卡帕泽跃起头球攻门，球打在立
柱上，弹下后被朝鲜门将李明国得
到。第25分钟，朝鲜再次获得角球机
会，球被乌兹别克斯坦再次顶出。上
半场进行了48分钟后结束，两队暂
时0：0平。

下半场比赛在瓢泼大雨中打
响。第64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利用
边路配合获得一粒进球。当时，德杰
帕罗夫左路接球后起球送中路，谢
尔盖耶夫以头球攻门，将球顶进。

在补时3分钟期间，朝鲜队赢得
角球，获得最好一次机会，朝鲜队利
用角球攻门，而乌兹别克斯坦门将
在门线上将球托出！乌兹别克斯坦
队最终以1：0战胜朝鲜队，顺利拿到
3分。

本报记者 刘伟
1月10日发自佛山

四连客已经接近尾声，围着
中国东部沿海绕了一个大圈后，
高速男篮将士早就人困马乏。然
而比起身体疲劳更要命的是，连
输两场，季后赛已经基本无望，
球员们心中迷茫，心理上也在疲
沓。在联赛还剩下8轮的情况下，
高速男篮季后赛已经无望，当本
赛季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失去后，
剩下的比赛该怎么打？是锻炼新
人，还是得过且过，就让这个赛
季这么溜走？这是个问题。

季后赛目标破灭，然而联
赛还没有结束，最后这八轮比
赛到底怎么打？有人建议球队
摆烂，下赛季准备引进亚洲外
援，以图东山再起；也有人建议
球队后面的比赛多多锻炼一下
新人，同时借助联赛好好琢磨
一下到底该引进怎样的外援，
让球队下赛季少走弯路，实现
更好的化学反应。

对好面子且国内球员底
子还不错的山东男篮而言，摆
烂到底，显然太丢份儿，并不是
一个靠谱的选择。倒是第二
种建议，更加科学一些。
这个赛季高速男篮看
似兵多将广，然而
一旦遇到伤病，
球队人员总是
不够用，这同
年轻人顶不
上 来 ，轮 转
总是围绕那
几 个 人 转 ，
有很大的关
系。

季后赛
没戏了，但日
子总不能混
下去，何不换
个思路，让年
轻人闯一闯、
在外援使用
上沉淀沉淀，
这未尝不是个办法。

一球小胜阿曼

“太极虎”不给力

乌兹别克斯坦

也是1：0胜朝鲜

天天天天苦苦日日子子，，也也得得
高速男篮今天下午客战佛山，欲止连败

没没季季后后赛赛的的日日子子该该咋咋过过？？

佛山队的外援（右）一直是球队的支柱。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刘伟
1月10日发自佛山

1月11日下午四点，CBA
联赛第31轮将先赛一场，高速
男篮客场挑战同病相怜的佛
山。目前在积分榜上，鲁佛同
为14胜16负，往前看，季后赛
基本无望，往后看，垫底的对
手们倒也难以企及，不上不下
最是尴尬。最近鲁佛两队的境
遇也非常相似，因为战绩不
佳，双方教练组同时经历了一
次动荡，动荡之后的佛山三连
败，高速男篮赢了一场，但很
快也是连败。两支苦日子球队
相遇，双方都不想再输球，可
胜利者只有一个，总会有一支
球队赛后的日子更难挨，而这
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

岭南明珠体育馆，佛山的
标志性建筑，白色外墙，高大
的穹顶式设计。傍晚来临，周
边的男女老少聚集在这里健
身，露天篮球场上年轻人熙熙
攘攘，好不热闹。这里也曾经
是山东男篮的福地，佛山队在
这块场地面对高速男篮，还没
有赢过球。事实上，在本赛季
之前，佛山队就从没赢过山
东，直到双方本赛季头一次交
手，这一纪录正式作古。

本赛季鲁佛首回合交手，
高速男篮主场惨败。也正是从
那场比赛开始，高速男篮面对
三外援球队频频吃瘪，在约什
这种速度快、得分能力强的小
外援身上，更是栽了不少跟
头。问题的积累，最终让球队

距离季后
赛 越 来 越
远。

同 前 几
个赛季联赛末
流的战绩相比，
佛 山 本 赛 季 在
三外援带动下，
是有明显进步的。
不 过 ，提 升 的 战
绩，同季后赛门槛
相比仍旧不及格，加
上蒋兴权同老板在外援
选择上一直存有分歧，最终老
帅被炒了鱿鱼，同时辞职的，
还有同蒋兴权共进退的执行
主帅刘铁。

佛山教练组更迭后，外教
罗尼·海尔德当起了执行主帅，
罗尼原来在佛山青年队工作，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教练
曾在2 0 1 1年NBA停摆期间
短暂担任过浙江广厦的主
帅，但战绩并不理想。罗尼曾
在NBA担任助教和球员私人
教练长达20年，效力过的球
队包括湖人、尼克斯、老鹰和
灰熊。换帅后的佛山战绩没
有起色，目前遭遇了三连败，
正期待一场胜利止血。

佛山换帅同大彬遭遇
“被下课”发生在同一天，高
速男篮目前也正遭遇两连
败。对身处困境的两支球
队而言，胜利是最好的脱
困良方，尽管季后赛渐行
渐远，不过为了日子好过
点，高速男篮还得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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