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联甩开差距
巴萨逼近皇马
两大联赛争冠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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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落后8分
曼尼奇要卖巴洛特利

不管巴洛特利怎么惹事，曼奇尼
都对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呵护备至。
过去的几周曼城在联赛中步履维艰，
同时又曝出了一系列关于巴洛特利
与队友不合的消息，但曼奇尼却始终
表示，曼城不会甩卖巴洛特利，他依
然信任这位喜欢惹麻烦的同胞。

然而当曼城在酋长球场1球不敌
阿森纳后，曼奇尼的态度开始转变。
在这场关键之战中，正是巴洛特利的
不冷静招致红牌，令曼城处于被动的
局面，赛后巴洛特利遭到曼彻斯特媒
体的口诛笔伐。热刺主帅老雷德克
纳普的儿子，英格兰中场球员小雷德
克纳普就表示，当巴洛特利自毁球队
前程时，弗格森一定在那里偷笑，

“ 曼联从来就不缺乏桀骜不驯的球
员，从贝斯特到坎通纳再到鲁尼，他
们都有雄心壮志，都热爱比赛，向往
成功，”小雷德克纳普说，“ 但巴洛特
利压根就没成长。弗格森一定乐见
这样的场面。”

在输掉这场比赛赛，曼城已经落
后曼联整整8分。这也在消磨曼奇尼
的耐性，当那个“ 今年夏天曼城是否
会卖掉巴洛特利” 的问题再次抛给
曼奇尼时，他终于松了口：“ 有可能，

我不会排除这种情况，也许哪天它就
这么发生了。”同时曼奇尼也不得不
承认，夺冠希望“ 几乎破灭”。

巴萨继续猛追
卡西担心冠军旁落

巴萨最近再度掀起一股猛烈的
旋风，在欧冠赛场上淘汰米兰后，回
到西甲巴萨继续保持着强劲势头，在
那场4：1击败萨拉戈萨的比赛中，梅
西攻进2球，并使自己的赛季进球数
达到惊人的60个。

相比巴萨，皇马近来的状态却起
伏不定，尤其是在联赛中，连续的平
局使他们对巴萨的积分优势正在减
少。在昨天0：0被强敌瓦伦西亚逼平
后，皇马后卫阿韦洛亚认为，球队在
这场比赛中缺少了一点运气，同时他
也对巴萨的追赶势头感到担心，“ 我
们必须赢下所有的比赛，我们应该淡
定些，但是只领先巴萨4分并不是什
么好事。”

队长圣卡西也开始忧心西甲冠
军会旁落，“ 我认为皇马可能会输
掉联赛，因为巴萨也在战斗，我们从
未说过我们已经赢得了西甲冠军，
当我们拥有8分或者10分的领先优
势时，我们不该满足。而现在我们只
有4分的优势，每个人都必须打起精
神来。”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1994年
出生刚满18周岁，身高2米14，国奥
与国家队的经历，再加上几天前在
耐克峰会首发出场砍下19分8篮板
和2盖帽的数据。当这些简单的履历
汇集在一起之时，王哲林这个名字
除了代表潜力无限之外，或许更应
该配上“ 前途无量”四个字。中国篮
球历史上，近几年来已许久未曾出
现一位内线能够让世界惊讶之余，
更交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他，代表着
中国篮球的未来。

老K赞誉 邓华德点头
首次接触王哲林，缘于去年美

国队主帅老K率杜克大学篮球队来
华与国奥队的热身赛。那时候的他，
有身高、灵活、基本功扎实，但作为
内线的缺点同样突出：单薄、臂展不
够。但首场热身赛结束之后，王哲林
便让包括老K在内的所有人眼前一
亮。相较于一些国内内线飘忽在外
的打法，这个“ 未成年人”有着一股
劲，敢对抗更主动寻找对抗，当然，
同样也有着一手漂亮的中投。

三场比赛过后，老K对着记者给
出了一句评价，“ 他是个很有前途
的孩子，虽然现在身体很单薄，也不
明白一些细节处理，但这些都不是
问题。如果能去美国读大学，我相信
几年之后他能去NBA！” 对于阅人
无数的老K而言，能够对一个初出
茅庐的小将给出这样的结论，不可
谓不高。

由于其在国奥队突出的表现，
不久之前新一届国家队集训名单
上出现了王哲林的名字。18岁入选
国家队，纵观中国篮球历史上也仅
有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等寥寥数

人，而一场职业联赛未打便获此殊
荣，除了当年的陈江华，王哲林是第
二个。

虽然随队训练才一个多月的时
间，但王哲林已经用自己的表现“ 征
服”了主帅邓华德。据悉，老邓私下
对于这位年轻内线赞誉有加，更多
次 坦 言 其 具 备 前 往 NBA 的 潜 力 。

“ 虽然很小，但和老队员对抗时敢做
动作，也敢打！老邓很喜欢这样性格
的球员。”一位队员向记者透露。

2000万？给座金山福建也不换
身体条件出众且拥有巨大的潜

力，对于这样一块中国篮球的“ 璞

玉”，显然不会被众多CBA俱乐部所
忽视。虽然目前已经在福建省注册，
但毕竟还未与福建男篮俱乐部签订
相关合同，随着他的愈加出色，目前
各省市篮球俱乐部已经出现“ 哄
抢”王哲林的苗头。

近日，网上有传言，前年已经有
相关俱乐部希望出价1000万“ 购买”
王哲林，不过遭到了福建省体育局的
拒绝。其实，早在数年前王哲林还远
未有所名气之时，包括广东、浙江
等便已经发现了这块璞玉。“ 当时
至少已经有三家俱乐部出价数百
万元希望能够引进王哲林。” 一位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体育局当时
倒是还没有什么态度，但当时福建
省的一些老教练却已经集体表示，
前车之鉴不能再重蹈覆辙！”

这些老教练口中的前车之鉴，
自然是有战神之称的刘玉栋。当年
福建省未有职业球队，无奈之下刘
玉栋只能前往八一队谋求发展，最
终，其取得的成就被球迷众所周知。
近年来，虽然成绩上有所起伏，福建
男篮却并非未有雄心。“ 王哲林的出
现，可以说恰好赶上了时候。从身体
条件来说，他肯定比当年的刘玉栋
好得多，如果好好训练的话，很有可
能就是接下来福建男篮的领军人
物。”一位老教练向记者透露。

据悉，为了能够更好地让王哲
林成长，福建男篮特意请来了徐依
松这样的前国青教练来指导，同时
为了能够保护他，更是对其正式跨
入CBA赛场的时间进行过详细斟
酌。“ 2000万？”对于网上的传言，知
情人士显得很是不屑，“ 现在是给座
金山也不会换！多少年福建才出现
了这么一位篮球人才！”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3:1战胜
大连阿尔滨，不仅让上海申鑫一扫
前两场的颓势，困扰许久的进攻问
题更是颇有改善。自从上场0:1客场
负于长春亚泰之后，短短一周左右
的时间，又是什么什么魔力让申鑫
发生了改变？在此之间，朱炯又做出
了如何的布置？对此，作为目前中超
三位土帅之一，朱炯坦言，球队改造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己只是
给予了队员们些许的提醒。

改变？只是微调和提醒
“ 要说改造球队，短短一周的

时间怎么有可能？” 对于进攻改善
的问题，朱炯笑着说，“ 任何一名主
教练都不可能在这么少的时间内，
能够为球队带来本质的改变。”立
足于防守，寻求机会打反击，这是本
赛季贴在申鑫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
标签。但与阿尔滨队一役，申鑫的进
攻却是让球迷眼前一亮。对此，朱炯
表示自己只是针对阿尔滨后防相对
薄弱的问题，要求队员们比赛中间
在防守的时候不要过于退缩。“ 无
论是在精神面貌方面还是技战术方

面，这场比赛队员们都表现得不错，
我们会接着准备下一场比赛，期待
会更好。”

本场比赛，朱炯在人员布置上
也花尽了心思。此前从未登场亮相
的王佳玉，便首次披挂上阵并且还
担任首发，申鑫获得的第二粒进球
恰是其突入禁区内博得点球所致。

“ 其实佳玉去年就是主力队员，我们
花了很大代价引进的球员，都是有
想法有目的的，不是说他今天没有
打比赛他就有问题。”

朱炯说：“ 我们选择比赛的球员
首发还是替补会根据运动员训练的
情况以及他们的心态，从而做出调
整。每个球员都有好的地方，但是也
有不够的地方。我们是一支团结的
队伍，队员们也始终保持着进取心，
唯一的目的便是希望能给上海球迷
更多这样精彩的比赛。至于球队的
改变，我们只会针对问题来进行相
对应的解答。”

中超大多球队实力接近
对于球队建设，朱炯显然心里

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今年我对球队

的这种改造，对于球队技战术风格
的形成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理
解。”在他的眼中，这支由大多年轻
球员组成的球队，依然存在众多问
题，但也意味着颇具潜力，尤其是在
一起磨合了三年之后。“ 不管是怎么
样，哪怕是取得了冠军，这个球队也
可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想
我是一个年轻的教练，我们的球员
是年轻的球员，我们的球队我们的
俱乐部都是一个新的有一个比较低
的基础，有新的追求，那么我想保持
上进心，保持求知欲，这是最最重要
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保持这
一份平常心。”

至于今年的成绩，朱炯依然保
持着一贯的低调。“ 我想在中超这个
范畴里面，除了个别球队，很多球队
都是差不多的实力，不存在强队或者
弱队。那么仅仅只有五轮的比赛，我
想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还要保持正
常的心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
在努力改变这支球队，正如自己此前
所言，任期之内希望能够至少率领球
队拥有一次亚冠之旅，而这，或许便
是朱炯心中的长远目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彭敏熠 日
前，由欧洲冠军联赛官方合作伙
伴喜力啤酒呈献的2012欧洲冠军
联赛奖杯巡展来到上海。在上海
安 达 仕 酒 店 举 行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世界足坛两位重量级传奇人

物———荷兰足球巨星古力特和罗
纳德·德波尔，将欧洲冠军联赛奖
杯“ 大耳杯”，第一次带到中国公
众的面前。欧洲冠军联赛是世界
上最受欢迎的俱乐部赛事，其冠
军 奖 杯“ 大 耳 杯 ”则 是 全 世 界 球

迷心中梦想与荣誉的象征。喜力
啤酒携手欧足联，举办欧洲冠军联
赛奖杯巡展，为全世界的球迷带来
与“ 大耳杯”一对一亲密接触的机
会，共同分享欧冠联赛奖杯的独特
魅力。

“ 三大中锋”后继有人
18岁天才内线 王哲林让世界惊讶

2012欧洲冠军联赛奖杯巡展落户上海

朱炯：球队改造需循序渐进
仅仅一个月之内，英超和西甲的争冠形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转变。皇

马曾经一骑绝尘，领先巴萨10分，如今连续的平局正使得皇马的优势渐渐
缩小，当他们昨天在伯纳乌被瓦伦西亚0：0逼平后，他们对巴萨的积分优
势只剩下4分。

曼城和曼联经过了几个月的拉锯战，却在4月份逐渐分出伯仲。在0：1
输给阿森纳后，曼城已经落后了曼联8分，对于那个“ 定时炸弹”巴洛特
利，曼奇尼似乎失去了所有耐心，他终于表示，夏天可能将巴洛特利卖掉。

本报记者 张逸麟

皇家马德里队球员迪马利亚（ 左）错失进球良机。 新华社 图

王哲林被视为“ 潜力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