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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协新规帮裁判树立绝对权威，吹罚尺度成为焦点

你你敢敢乱乱撑撑腰腰 就就不不怕怕他他乱乱吹吹哨哨？？
本报记者 刘伟

新赛季季前赛，各赛区频频
响起的“技犯”哨，让不少俱乐部
老总和球队教练不堪其扰。新赛
季CBA大幕开启在即，裁判吹罚
尺度成了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随着季前赛琼海站赛事落下帷
幕，篮协“新规”终于出台，不出
媒体之前所料，新赛季篮协八项
新规，对运动员、裁判员违规采
取“从严从重”处罚的标准，效仿
NBA“零容忍”制。篮协新规，是
要重塑裁判在CBA赛场的权威，

然而在相应监管机制不到位的
情况下，“零容忍”无异于一把双
刃剑，对违规行为杀一儆百的同
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助长“黑
哨”。

就在季前赛琼海站进行的同
时，篮协举办了2013-2014赛季
CBA/WCBA联赛裁判员培训班。
在培训班总结时，篮管中心竞管部
部长张雄对裁判员执法提出了八
项具体要求，以提高裁判工作执行
力，这其中，以第六条规定最富争
议。规定第六条写道：对运动员、教
练员违反规则的行为必须严格管

理、严格判罚。对近距离抱怨裁判
员，任何抱怨、挑衅、下流、侮辱等
不文明的手势如：摊手、抱头、拍
地板、用手指着裁判、冲着裁判
鼓掌、踢摔各种物品、指责、谩骂
裁判等动作和行为必须立即判
罚技术犯规，无需警告。

在“无需警告”、“零容忍”
下，裁判痛下杀手，毫无准备的
总经理和教练员们季前赛吃了
暗亏。广东男篮总经理刘宏疆因
为不满判罚，对裁判竖中指，直
接被禁赛加罚款。接下来，一大
批教练纷纷吃“T”，让人目瞪口

呆。从闵鹿蕾、崔万军，到巩晓彬
以及山西教练组，均因质疑判罚
吃到技术犯规，辽宁主帅吴庆龙
更是三天之内吃到三个技犯，这
比NBA“怒吼天尊”华莱士的技
犯效率还要高。

经历上赛季“军青”一战的
裁判风波后，篮协新赛季整饬裁
判执法、净化赛场的心情可以理
解，然而“重典”治罪，强行立威，
从球员到教练被迫“屈服”，也在
为矛盾埋下种子。队员、教练有
理没处讲，裁判有新规撑腰有恃
无恐，两边失衡，后果只会更加

严重。
实际上，CBA每个赛季开始

前，篮协总会在裁判执法严肃性
上三令五申，然而到头来，问题
照旧。归根结底，除了篮协，没有
人能对“黑衣判官”构成有效监
督，篮协是规定制定者，又是监
督者，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玩。

“怎样处罚裁判吹黑哨？怎样处
置错判漏判？为什么这些没有明
文规定？网球可以挑战鹰眼，
NBA可以观看录像回放，CBA裁
判的哨子就有绝对权威？篮协逻
辑何在？”有网友直言。

本报讯(记者 刘伟) 11月4

日下午，结束赴台比赛的山东男
篮返回了济南。在过去的11天里，
山东男篮在外征战了8场比赛，队
员身体普遍比较疲劳，距离联赛开
打只有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休整和
磨合阵容成为全队最大的任务。

在五天的赴台比赛中，山东
男篮在连输两场的情况下，后三
场全部取胜，表现出了不俗的后
劲儿。考虑到球队人手短缺，这样
的战绩难能可贵。“球队目前处在
一个疲劳期，有几位队员有伤在
身，本来球队人手就少，现在打球
的人更少了。”主教练巩晓彬表
示，“接下来球队需要进一步调
整，外援还需要同全队磨合。”

随着贾诚在摘牌大会上被四
川摘下，山东男篮在篮协注册的
国内球员目前只有10人，算上有
伤在身的杨越，以及术后恢复中
的许家晗，球队人员捉襟见肘。在
联赛开始前仅剩的一周时间里，
李敬宇同丁彦雨航还要前往北京
参加体能补测，山东队备战节奏
比往年紧凑了许多。

山东男篮

昨日返济

新华社伦敦11月3日体育专
电 在3日率队0：0战平埃弗顿
后，托特纳姆热刺主教练博阿斯
说，门将洛里斯在比赛中被撞后失
去知觉，但他仍坚持打完比赛。

在比赛接近尾声时，洛里斯在
一次扑救中，头部撞到了对方前锋
卢卡库的膝盖上。这位26岁的法国
门将当时看上去无法坚持，被抬上
担架，接受了长时间治疗。

“当时，他忘了发生过什么，
失去了知觉。头被撞得确实很
重，但(随后)他看上去很镇定，坚
定表示，要打完剩下的比赛。基
于这点，我们决定让他留在场
上。”博阿斯说。

热刺门将被撞昏

醒后保城门不失

本报讯 “体彩·竞彩杯”济
南市五人制足球赛决赛阶段比赛
日前在历城区体育中心体育场举
行。经过东西部分赛区及媒体组
的比赛，共有12支球队杀入最终
的决赛圈。决赛采取小组循环赛，
经过激烈比拼，4支队伍会师半决
赛，最终，来自02830竞彩店的领
航二队技高一筹，夺得冠军，来自
01906竞彩店的领航一队屈居亚
军。

“体彩·竞彩杯”济南市五人
制足球赛由济南市体育局主办，
市体彩中心和市体育训练基地承
办。比赛自报名开始就得到了广
大彩友和球迷的积极参与，共有
近60支队伍参加了比赛，比赛场
次达到60余场。 (读歌)

济南五人制

足球赛落幕

费城新秀迈卡威场均20+9

烂烂队队造造明明星星，，别别高高兴兴太太早早
本报记者 叶嘉利

新赛季刚打了几天，迈克
尔·卡特·威廉姆斯就迅速蹿
红，仅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迈卡威就完成了从无名菜鸟到
未来偶像的转变。生涯首场比
赛中，迈卡威用22分、12助攻、9
抢断和7篮板的准四双数据带
领76人队击败热火，前三场比
赛20+9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76人怎么不摆烂了？赛季
之前很多人预测76人队就是

冲着来年状元签去
的 ，可 是 开

局的3连胜让人们看不到一点
摆烂的迹象，逆袭难道是76人
的终极梦想？事实上，今年夏天
76人送走队中唯一的全明星霍
乐迪，又在阵中安排了9名合同
即将到期的球员，从这一刻开始
就决定了，76人本赛季真的是无
欲无求，仅仅是为了2014年的状
元签和自由市场的大鱼。

迈卡威的横空出世有点
出乎意料，再加上 2 0 1 0 年榜
眼秀特纳也打出了最稳定的
开季表现，由特纳、迈卡威、杨
和霍伊斯组成的青春风暴让
所有人猝不及防。不过还是要
提那句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从大趋势

来看，76人队即使进了季后赛
也难有作为，凭他们的经验和
韧性是很难和豪门相抗衡的，3
连胜只是个开头，别被胜利冲
昏了头脑。

迈卡威之所以能成为首
发并且打得这么出色，就是因
为他身处这样一支彻底的鱼
腩队伍，霍乐迪的离开让他顺
理成章接任一号位，倘若放在
热火、篮网、雷霆等强队，迈卡
威要出风头至少要先在板凳
上坐几个赛季，毕竟像林书豪
这样得到天赐良机的人只是
极个别的。都说烂队造明星，
76人队无人可用才成就了迈

卡威的一鸣惊人，烂队对于新
人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得到
上场机会并且尽情表现，沃
尔、欧文、埃文斯、詹宁斯皆是
如此。

用3场比赛来作为评价一
名球员的范本，数量还是太小
了，更别说季后赛和总决赛了。
在76人这样有活力的年轻队伍
里，他能够放肆地挥霍自己的
天赋，这么来看76人队是一块
不错的成长沃土。3连胜仅仅是
个开头，还很难预测接下来76
人队的走势。在76人队拿到场
均20+9和在热火队拿到20+9的
含金量也是不一样的，弱队造
明星，不要太当回事儿。

公开信表态“打回中超”

青青岛岛中中能能““刮刮骨骨疗疗毒毒””
本报讯 (记者 胡建明 )

4日上午，已经降级了的青
岛中能从北京返回了青岛。
数十名青岛球迷自发来到了
机场，高举着“从头再来，一
起战斗”的横幅迎接中能将
士回家。岛城球迷对球队的
不离不弃，也换来了青岛中
能送出的承诺：“谢谢球迷们
的不离不弃，明年我们冲回
中超！”

为了这个承诺，青岛中
能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冲超
准备。在3日晚上比赛结束
后，中能集团董事长乔伟光
连夜返回青岛召开董事会，
商讨青岛中能来年发展大
计。目前，中能做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全力挽留队中主
力，并积极寻找适合中能的
新主帅带领球队冲超。

在 中 能 回 家 的 同 时 ，
一些留在北京的青岛球迷
在4日上午自发打着“严惩
假球黑哨，振兴中国足球”
的 横 幅 ，赶 赴 了 国 家 体 育
总局门口“讨说法”。他们
一 致 认 为 ，中 能 降 级 虽 然
说 明 自 身 存 在 问 题 ，但 也
是被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给
害了。

青岛中能对此也是有
一肚子苦水。4日上午，中能
俱乐部专门对外发布了一
封公开信。公开信在向社会
各界表达了降级的歉意之

外，还特意提到了青岛中能
沦落至降级的地步，除了俱
乐部自身的管理存在问题
外，青岛足球的整体发展大
环境也制约了青岛中能的
发展，“关于青岛足球整体
的发展环境，需要我们每一
个人去审视、反思和总结，
个别部门及领导种种不作
为，甚至不支持对俱乐部影
响巨大，对于相关种种不为
人 知 ，我 们 有 苦 难 言 的 问
题，俱乐部会尽快通过合适
的时机向大家进行澄清和
公开。”

为了重新打回中超联
赛，青岛中能已经做好了“刮
骨疗毒”的准备。

本报讯(记者 胡建明) 11
月4日下午，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
期中国男足集训名单，在这份28
人大名单中，广州恒大有9人入
选，鲁能泰山队则上榜3人。

鲁能泰山队入选国足的三名
队员分别是杜威、金敬道和王永
珀。黎巴嫩足协也公布了国家队
集训名单。让人意外的是，此前已
经宣布退出国家队的鲁能外援安
塔尔此番重回黎巴嫩国家队。

安塔尔此番重回国家队，有
消息甚至猜测，他可能在为离开
鲁能泰山队做准备。最新的消息
显示，鲁能已经和一名来自南美
的国际级球星取得了进展，收购
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完成。这
名国际级球星有着辉煌的顶级联
赛经历，同时也是南美一支国家
队劲旅的现役国脚。

中国足球队公布

亚预赛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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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大当家”罗斯防守迈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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