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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队和女队未来将由不同教练组指导训练
5月23日下午，
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
“固点”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组建“速度滑冰和短道速
滑国家队”
，
王濛出任教练组组长。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随着王濛正
式宣布上任，也意味着现任中国滑冰协会
主席、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李琰，也将
不再插手国家队的教练事务。中国冬季
项目的王牌之师已经悄然完成换帅。

速滑队新老交接 4 月已见端倪
之前，
中国短道速滑队因为在今年初
的世锦赛中颗粒无收，所以令外界对这
支中国冰雪的王者之师参加 2022 年冬奥
会的前景充满了疑虑，尤其是主教练李
琰在身兼中国滑冰协会主席的情况下，
精力能否允许她在繁重的协会事务中，
还能兼顾好国家队主教练工作。前不
久，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曾
几次针对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两支队伍
的“固点”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王濛也越
来越多地在这些会议中出现在了公众视

既然 2022 年世界杯不扩军，那么围
绕本届赛事的各种筹备工作仍会按照既
定计划进行。对中国队来说，最现实的问
题就是按照国际足联此前确认的 2022 年
世界杯 32 强名额分配方案，亚足联会员
协会国（地区）所得正赛名额比 2018 年世
界杯多一个，
为 5.5 个，
但其中一个按规定
被东道主卡塔尔队锁定，因此可供中国队
与诸强竞逐的名额仍为 4.5 个。
亚足联对于“2022 年世界杯是否扩
军”虽持观望态度，但在具体行事上，他们
显然对这项计划的可能性有着清醒的预
见。早在去年 11 月，亚足联竞赛委员会
就结合以往世预赛的惯例，先行向国际足
联上报了 2022 年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的
竞赛办法预案。这份预案和 2018 年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竞赛办法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队在内亚足联大部分
会员协会将根据这一赛制直接参加 40 强
赛，再通过 12 强赛竞逐 4.5 个卡塔尔世界
杯正赛名额。
中国足协和中国队对于这样一个结
果同样也早有预见。比如，中国足协之所
以为国足选定菲律宾队、塔吉克斯坦队两
个 6 月国际热身的对手，主要是为了尽可
能帮助中国队取得两场比赛胜利，从而在
7 月 17 日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40 强赛）前锁定亚洲前八的座次。而能
够跻身亚洲前八，就意味着中国队可以成
为 40 强赛的种子球队之一。显然，中国
足协也是按照 2022 年世界杯不扩军而做
准备的。
虽然卡塔尔队自动获得一个本土世界
杯参赛名额，但中国队竞逐当届世界杯入
场券的难度并没有减小。在俄罗斯世预赛
亚洲区 12 强赛中，
中国队也曾与卡塔尔队
同组，
中国队未能出线，
而卡塔尔队则小组
垫底。而今年亚洲杯实际也是卡塔尔世预
赛亚洲区预选赛风向标。换言之，除了卡
塔尔队，
中国队的竞争对手还有很多。

里皮抓紧时间考察年轻球员
老帅或参与 40 强赛分组抽签
里皮在首度执教国足期间，曾经率队
接近 12 强赛后的世预赛附加赛。这也是
有关方面邀请他重新出山二度执教中国
队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执教经验
丰富的老帅，里皮显然也不会幼稚地把率
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希望寄托在“扩
军”上。据了解，他的初期带队计划也严
格围绕
“40 强赛备战”
这个中心。
按计划，里皮将于本月 28 日下午返
抵广州，随后着手敲定 25 人左右的新一
期国足集训名单。本期集训，国足无疑意
在取胜“保种”，但因为诸如郜林、于汉超
等有经验球员出现伤病，他也不得不抓紧
时间考察年轻球员。可以预见的是，在 6
月两场热身赛表现优异的球员不出意外
将成为国足出征 40 强赛的骨干力量。里
皮很了解中国足球的现状，他需要绞尽脑
汁在人员调配上追求
“1＋1＞2”
的效果。
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分组抽
签仪式将于 7 月 17 日在多哈举行。不出
意外的话，里皮将赴多哈。据了解，由于
曾经率队在多哈进行的上届世预赛 12 强
赛客场比赛中击败过卡塔尔队，且在多哈
阿斯拜耳基地有过愉快的带队拉练经历，
里皮非常喜欢多哈。他当然也希望自己
的现身能给中国队带来不错的签运。
文/本报记者 肖赧 统筹/杜锐

短道队今年以来陷入低迷
中国短道速滑队在李琰时期曾一度
战绩斐然，温哥华冬奥会更是成为这支队
伍的里程碑。但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并获得明年东京奥运会资格

亚足联对该计划早有清醒预见
中国足协一直按正常竞赛准备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进行期间，国际足
联就曾确认，将 2026 年男足世界杯的参
赛规模由目前的 32 队增至 48 队。而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则希望把有关世界
杯
“改革”的步伐迈得更早一些，因此表达
了从 2022 年世界杯开始将赛事增容至
48 队参赛的希望。为了将想法转化成现
实，因凡蒂诺曾多次前往海湾地区展开游
说。根据国际足联推出的“2022 年世界
杯扩军可行性报告”，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巴林、科威特及阿曼被视为理想的当
届世界杯协办国。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
无法被绕过，卡塔尔与上述国家联办世界
杯的可行性较低。
更重要的是，由于现在距离 2022 年
世界杯仅有 3 年时间，留给其他意向协办
国落实筹备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不同
国家对于举办世界杯的初衷各不相同，在
落实具体计划方面节奏也不同，再加上不
同国家处事理念也各不相同，因此联办并
不现实。国际足联也坦言，
“FIFA 和卡塔
尔共同探讨了通过让邻国参与举办卡塔
尔 2022 年世界杯的赛事，将参赛队伍数
量从 32 支增加到 48 支的可能性，但在所
有相关部门进行全面磋商后，得出的结论
是当下还无法实现这样的计划。
”
事实上，尽管国际足联、卡塔尔一直
致力于推动“2022 年世界杯扩军”，但这
项动议从被提出伊始就引发争议，国际足
坛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包括不少国际足
联会员协会代表都对这项动议持怀疑甚
至否定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世
界杯大幅增容有可能让这项全球顶级足
球赛事吸纳越来越多低水平参与者，从而
令世界杯的部分比赛沦为竞技水平及观
赏性低下的
“鸡肋表演”
。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
随着5月23日
王濛担任教练组组长的职责范围从之
前速度滑冰队扩展到速度滑冰和短道
速滑队，这也意味着李琰将不再行
使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
职责。全部队伍的指挥权，都
将从李琰的手中交到王濛那
里。这也意味着，从 2010 年
温哥华冬奥会周期便已经开
始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
练的李琰，
将在担任主帅13 年
后，
正式交出帅位。

希望中国队拿到亚洲最好的名次

2022年世界杯不扩军
里皮怎么应对？

国际足联主席有意提前扩军
但因诸多因素无法实现计划

调整后王濛一肩挑两担

以这支
速度滑冰
队的成立，当
时就让人觉得顶速
滑队之名实际上是行短
道速滑队之实，而作为短道
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李琰的帅

下届世界杯保持 32 队参赛

北京时间 5 月 23 日凌晨，
国际足联通
过官方渠道确认，2022 年男足世界杯不
会扩军，将继续保持 32 队的参赛规模。
而本届世界杯也将按计划由卡塔尔一国
独立承办。
此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亚足联会员协
会国（地区）所分得的 2022 年世界杯正赛
名额为 5.5 个（东道主卡塔尔自动获得一
个）。中国队冲击本届世界杯的难度依然
很大，但对“卡塔尔世界杯不扩军”，无论
中国足协还是以里皮为首的国足教练组
都有所预见，也都做好了“攻坚、克难”的
心理准备。
里皮本人不出意外将亲赴卡塔尔多
哈，参加于 7 月 17 日在那里进行的 2022
年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分组抽签仪式。

位已经岌岌可危。

野当中。特别是今年 4 月 20 日，新一届
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在海南万宁举行
成立大会，王濛担任教练组组长。更令
人有些意外的是，在这支速度滑冰国家
队的成立仪式上，两位前中国短道速滑
队的功勋教练辛庆山和伊敏都出任这
支队伍的顾问。由于在中国冰
雪界，速度滑冰和短道速
滑队一直都是
独 立 建 队 ，所

姚明喊出参赛目标
世界杯倒计时百天

国际足联官方确认

向王濛汇报工作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倒计时
100 天启动仪式昨天在京举行。男篮世界
杯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15 日在北京、广州、
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东莞这 8 座城
市举行。今年 3 月，32 支参赛队伍的分组
情况已经在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抽签仪式
上确定。此次倒计时 100 天启动仪式意在
提前为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热，
进一步提升赛事影响力。

姚明期望
中国队在世界杯做亚洲最佳
姚明在仪式结束后接受了媒体的简短
采访。他希望中国男篮能够在本次世界杯
上获得亚洲区最好的成绩，并拿到东京奥
运会的参赛资格，
“我对于男篮的最大期待
只有一个，就是拿到亚洲最好的名次，获得
明年东京奥运会资格。同时，有机会的话，
杀回北京。”在北京赛区的比赛包括小组赛
和两场半决赛、两场 5-8 名的排位赛、季军
争夺赛以及冠军争夺赛。
另外，
姚明也谈到了举办男篮世界杯对
于中国体育的影响与意义。姚明说：
“我相
信举办这样高规格的体育赛事，
对于我们的
办赛经验、赛事规模等很多方面，都能增加
很多的经验，形成很好的积淀，同时也能吸
引更多球迷来到现场观赛，
不管是深度的篮
球迷还是年轻球迷，
告诉他们篮球的魅力。
”

参赛名单
7月后至开赛前确定最终12人
对于中国男篮而言，他们备战时间
紧迫。据北青报记者了解，
为了更
好地备战男篮世界杯，
中国男篮接
下来的时间大体将分五大阶段，
而
12 人大名单的确定则放在了
最后阶段。
第一阶段：5 月 15 日-6 月
18 日，
身体恢复和体能储备。
第二阶段：6 月 19 日-7 月
5 日，
这一阶段中国男篮将进行
一些国内的热身赛，
主要是为了
提升队员状态以及磨合阵容。
第三阶段：
7月6日-7月16
日，
中国男篮将参加 NBA 夏季
联赛。这个时间段中国男篮主
要是通过与强队过招以提升自
己的战斗力，
查找问题并尽快解
决。
第四阶段：
7月17日-中国男篮
12 人名单公布前，
这一阶段中国男
篮的12人名单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第五阶段：中国男篮 12 人大
名单公布。世界杯开幕前，
中国男
篮将再次调整状态并为男篮世
界杯做最后的冲刺。

阵容分析
9 人基本锁定参赛资格
综合分析，包括易建联、周
琦、王哲林、丁彦雨航、翟晓川、周
鹏、郭艾伦、赵继伟、阿布都沙拉
木，已经基本确定入选。剩下的
三个名额将在赵睿、刘志轩、方
硕、吴前、孙铭徽、胡金秋、陈林坚
之间产生。任骏飞原本有一定的

上，中国短道速滑队拼尽全力却只能由武
大靖拿到一枚金牌，已经显露这支队伍的
危机。今年初的世锦赛上，中国短道队连
续出现了女子接力队无缘参赛、全队无金
等一系列十分尴尬的情况，也让人对这支
队伍参加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前景充满
疑虑。在这个大背景下，李琰被王濛取代
也并不算是意外。
王濛在正式上任后，已经开始对整个
短道速滑队大刀阔斧改革。男队和女队
未来将被分开由不同的教练组来指导训
练，并直接向王濛汇报日常的训练工作。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获得冬奥会金牌最
多的运动员，王濛此次身担重任，能不能
在相当有限的备战时间里，率领中国短道
速滑队在北京冬奥会上重现王者之师的
风采，
外界将拭目以待。
李琰在不兼任国家队主教练职务后，
将
专心于中国滑冰协会的事务。在宣布王濛
就任的会议上，
李琰表示积极支持总局的决
定，
全力以赴做好国家队服务保障工作。
文/本报记者 杜锐

竞争机会，但他在总决赛时手指骨折，这会
影响到他集训时的时间与表现，
他入选的可
能性进一步降低。沈梓捷属于日后培养的
内线类型，
他具备很强的天赋，
也在这几年的
联赛中进步很快，
但他入选男篮最后12人名
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张镇麟则更多是属
于考察的性质，
他此前一直在美国上高中、
大
学，
打比赛，
所以这次入选男篮集训队伍，
中
国男篮主教练李楠也希望能够考察一下他的
能力与潜力。可兰白克入选的可能性也不
大，
原因在于在他这个位置上中国男篮的人
员充足。

后卫和内线竞争白热化
最后 12 人名单只剩下三个位置。这
主要是后卫与内线两个位置上部分球员的
激烈竞争。由于李楠统帅的中国男篮红队
在去年征战亚运会前出现过后卫赵继伟突
然受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球队阵容轮转
以及战斗力的问题，因而，在这次的男篮世
界杯人员选择上，李楠肯定会在这方面更
加注重。
李楠对于后卫位置的要求必定是双重
的，球员要能在一、二号位置上切换，方硕、
赵睿都在去年来到组织后卫位置上，虽然
这并非他们最为擅长的位置，而在今年，当
红蓝两队合并后，吴前也是一、二号位上都
打过。孙铭徽是这些后卫中更偏向于一号
位的球员。
这其中，赵睿入选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一些。一方面是赵睿在去年征战亚运会以
及联赛中，都有过在关键时刻打硬仗的能
力与表现；另一方面是这几年赵睿都是跟
着李楠，他对于李楠的战术要求与球队需
要等方面都比较了解，这些为赵睿的入选
增加了很多分数。

方硕和吴前二选一？
那么这剩下的最后两席就很有可能是
在吴前、方硕、孙铭徽、陈林坚、刘志轩、胡
金秋之间产生。吴前与方硕的特点比较相
近，都是进攻型的后卫球员，接下来谁的状
态更好，
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他几个人将展开激烈的竞争。孙铭
徽更加偏向于一号位，但如果赵继伟保持
足够的健康，那么他在球队中的作用就不
会那么明显。陈林坚的特点则是外线的投
射，李楠一直想在阵容当中寻找一个外线
投篮稳定并且命中率高的球员，但陈林坚
的机会相对有限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他
进入李楠的队伍时间比较短，只是此前征
战世预赛时才进入国家队；第二是他需要
有足够持续且稳定的表现才能搭上末班
车。刘志轩一直在李楠的队伍中扮演的是
万金油的角色，但他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
占据一定的优势，需要在进攻上拿出更强
的状态与坚决度。
胡金秋挤进 12 人名单的可能性则相对
大些。胡金秋的年龄、潜力以及能力，让他
都具备更多一些的培养与使用价值。尤其
是在任骏飞目前手指受伤的情况下，
胡金秋
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文/本报记者 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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