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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昨日，NBA火箭队官方宣布，暂时将周琦下放

到发展联盟进行锻炼。作为新秀，周琦在NBA开

赛的三周时间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下

放到发展联盟是NBA培养球员的通常做法，这对

于年轻的周琦将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NBA发展联盟简称NB-
DL，是NBA的二级联盟，本赛
季共有26支球队，所有球队都
和 NBA 球队建立了从属关
系。NBDL扮演着一个人才库
的角色，上赛季，NBA中拥有
NBDL 经历的球员超过 130
人，达到了联盟所有球员的近
三分之一。NBA球队可以随
时下放年轻球员去锻炼，或让
受伤的老球员在球队需要客场
征战的时候跟随NBDL球队恢
复训练，周琦被下放的毒蛇队
就是火箭的下属球队。

在火箭队的本赛季大名
单中，周琦的队友奥努阿库以
及特洛伊·威廉姆斯，都先后
被下放到发展联盟进行锻
炼。目前火箭的主力中锋卡
佩拉，便在新秀赛季被多次下
放到毒蛇队。通过发展联盟
的比赛，卡佩拉锻炼了自己攻
防两端的技术，逐渐在火箭获
得主力位置。如今诸多NBA
巨星都曾有被下放至发展联

盟的经历，正在养伤的6届全
明星球员托尼·帕克目前就在
发展联盟保持状态。

此次周琦被下放至发展
联盟，并不会对他在NBA的
发展前景造成太大影响，这里
的竞争和对抗相对不是那么
激烈，周琦可以更好地发挥技
术特点，适应美国篮球的节
奏，尽快找到比赛状态，为今
后立足 NBA 积攒资本。而
且，据悉周琦本次只是临时下
放，11月10日火箭与骑士队
的比赛前，他将会回到队内进
行训练，然后再决定是留在火
箭还是继续去毒蛇队锻炼。

NBA总裁萧华此前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外界不要
给周琦太多的压力：“我知道
中国篮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
一个人身上，但我们要现实
些，要给他时间去成长，他有
着不俗的实力，个性也不错，
我相信他在未来能成为中国
篮球在NBA的代表。”

现年21岁的周琦在2016
年NBA选秀大会上被火箭队
在第43顺位选中，不过当时
火箭并未签下他。今年夏天，
周琦与火箭签下一份4年长
约，正式登陆NBA。在志在
夺取总冠军的火箭队，年轻的
周琦并没有得到太多锻炼机
会。NBA新赛季开赛不到1
个月的时间里，火箭队取得8
胜3负的战绩，其中周琦只出
战了五场比赛，场均出场5.4
分钟，得到1.8分 1.2篮板0.2
盖帽。而且周琦都是在一些
早早锁定胜局的比赛中才有
登场机会。

目前，火箭队内线阵容非
常充裕，中锋位置上，卡佩拉与
内内是常规轮换，布莱克偶尔
也能获得一些出场机会；大前

锋位置上，安德森是毋庸置疑
的首发。在没有伤病的情况
下，如今的周琦没有与这些球
员竞争的资本。周琦最大的短
板便是瘦弱的体形，作为一名
内线球员，他在充满对抗的
NBA赛场并不占优势。在此
之前，无论姚明、王治郅还是易
建联，在登陆NBA初期都曾受
到这样的困扰。在此前接受采
访时，周琦也表示一直在努力
进行身体力量方面的技术训
练，争取缩小这种差距，尽快成
为NBA级别的内线。

“让他尽可能多打比赛，
尽可能得到锻炼。”一位火箭
队负责人表示，从长远考虑，
在发展联盟获得足够出场时
间，通过实战吸取更多经验，
对周琦的成长大有裨益。

在结束与爵士队的比赛后，
火箭队将获得3天的休息时间。
就在昨日凌晨，火箭官方宣布将
周琦下放到发展联盟球队毒蛇
队，而周琦随即就迎来了毒蛇队
的首秀。

昨日，毒蛇队的对手是威斯
康星鹿群队，值得一提的是，火
箭队总经理莫雷亲自陪同周琦
前往比赛现场，对他的重视程度
可见一斑。比赛中，周琦虽然没
有首发，但由于队友只打了30秒
就受伤，所以周琦早早便替换其
登场亮相。

上半场，周琦明显有些紧
张，发挥并不理想，他上场11分
钟，得到5分 1篮板1助攻1盖
帽，3次犯规和4次失误。易边
再战，周琦首发，状态也有明显
好转，连续贡献助攻、盖帽、扣篮
……全场比赛，周琦得到15分4
篮板2助攻和2盖帽，得分是全
队第二。

遗憾的是，毒蛇队在最后时
刻遭遇对手三分球绝杀，以113
115告负。北京时间11月9日上
午9点，毒蛇队还将与奥斯汀马刺
交锋，周琦也将迎来第二场比赛。

周琦下放焉知非福

发展联盟首秀，
火箭总经理现场观战

难觅出场机会，
下放只为积蓄力量

何时重返火箭，
几天之后会有定论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晚，河南省第
四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交
流展示大赛在郑州开幕。本
届大赛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
体中心等单位承办，共有来自
全省各地的26支代表队、近
300名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
参加。

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
交流展示大赛始于2014年，
是对全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整
体发展水平的一次检阅。本
届大赛共设操舞、其他项目、
武术3个组别，赛期5天，比
赛内容为个人教学技能展示，
主要考察选手教学、指导能力
以及技能展示水平。与前三

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在个人
教学技能展示的基础上，加入
了裁判点评环节，裁判用专业
的点评对选手们展示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科学
的改进意见，有助于社会体育
指导员技能的完善与提高。

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
峻表示，目前全省社会体育指
导员总人数达到20余万，居
全国前列。“社会体育指导员
是科学健身的指导者，这就要
求指导员对自己擅长的项目
不仅仅是技能的熟练掌握和
展示，而且也要有一定的理论
知识，并具备较好的教学能
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
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示范引领、
宣传推动等方面的作用。”

省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能交流展示大赛开赛

11月10日，塞尔维亚国
家队将在广州与国足进行热
身赛。据塞尔维亚当地媒体
报道，5名塞尔维亚主力球员
落选与国足热身大名单，其中
曼联铁腰马蒂奇在列。

此前塞尔维亚公布了一
份对阵国足的大名单，其中曼
联球员马蒂奇、沙尔克04球
员纳斯塔西奇悉数入选。不
过，塞尔维亚媒体表示因为俱

乐部赛程过于密集，马蒂奇已
经退出了本次赛事。而纳斯
塔西奇也因伤退出本次大名
单。

此外，那不勒斯后卫马克
西莫维奇因膝盖受伤无法前
来，水晶宫中场米利沃杰维
奇、奥古斯门将约万诺维奇的
缺席则是因为球队认为他们
近期比赛频繁需要休息，故无
缘国足。 王文

塞尔维亚多名主力
无缘与国足热身

□记者 游晓鹏

本报讯 11月7日上午，
“唱响新时代——河南稀有剧
种北京公益展演周”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召开，我省9个剧种
10家院团将于11月17日至
23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集
中展演。这不仅是我省稀有剧
种首次集中亮相京城，多数剧
种和剧团也是首次进京演出。

“稀有剧种虽然不如京
剧、豫剧知名度高，但也是我
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传承了很
多年，今天很多的知名剧种也
是从稀有剧种慢慢演变而来
的。此次展演，就是为了促进
稀有剧种的活态传承，展示稀
有剧种的独特魅力，推动稀有
剧种的健康发展，留住民族文
化的根脉。”中国剧协副主席、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

“唱响新时代——河南稀
有剧种北京公益展演周”由河

南省文化厅、中国艺术报社主
办，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
心、梅兰芳大剧院承办，这也
是继2017年 3月“河南稀有
剧种郑州展演”之后，李树建
戏曲艺术中心举办的又一重
大活动，也是河南稀有剧种首
次以集团军的形式登上首都
舞台。

记者了解到，河南目前有
34个稀有剧种，参加此次展
演周的剧种有清丰柳子戏、永
城柳琴戏、内乡宛梆、安阳淮
调、沁阳怀梆、陕州蒲剧、平舆
丝弦道、太康道情戏、范县四
平调及商丘四平调，共9个剧
种10家院团。其中，7个剧种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了河
南稀有剧种精华中的精华。
此外，此次展演周将进行全媒
体网络直播，并采取“一戏一
评”，每场展演结束后将有国
内知名专家进行点评，对稀有
剧种的发展建言献策。

河南稀有剧种
“抱团”进京展演

昨日已至发展联盟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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