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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昨日，2017年金足奖获奖
者在摩纳哥正式揭晓。西班牙
前国家队队长卡西利亚斯力压
C罗、梅西等人获此殊荣。而中
国球员李明荣获金足奖传奇奖，
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据悉，金足奖评选始于
2003年，这个奖项专门授予年
龄在29周岁以上，取得了突出
成就，且在国际足坛有深远影响
力的球员。与此同时，金足奖还
会颁发传奇奖，每年的人选为
3~6人。金足奖的评选一般是
由18个足球媒体先行推选，然
后在官方网站上由球迷投票选
举产生，获奖者可以在摩纳哥的

“冠军大道”上留下自己的脚
印。此前，马拉多纳、贝肯鲍尔、
贝利、罗纳尔多、巴乔等人均获
得过这一奖项。

今年，西班牙门将卡西利亚
斯当选金足奖，另有5人当选传
奇奖，分别是李明、曼奇尼、欧
文、德塞利和卡恩，李明借此成
为首位获得金足奖传奇奖的中
国人。李明现任国安俱乐部总
经理，球员时代的李明效力于大
连实德，为实德出场245场，打
入37球。

荣获金足奖传奇奖

据新华社电 在昨日进
行的NBA常规赛中，克利夫
兰骑士队当家球星詹姆斯和
勒夫大爆发，力助球队主场
以124119战胜密尔沃基雄
鹿队。

这场比赛也是詹姆斯职
业生涯第 1072 场比赛，同

“篮球之神”乔丹持平，在美
职篮历史参赛数量排行榜上
并列第82位。

作为NBA历史上最出色
的两位球星，关于他们的比较
从未停止。考虑到乔丹退役
时40岁，而詹姆斯今年才32

岁，詹皇在此项数据上大幅度
超过乔丹已成定局。而事实
上，在很多数据上詹姆斯已经
超过乔丹。不可否认，詹姆斯
也正在通往神坛的路上。

骑士本赛季至今起起伏
伏，打弱队经常翻船，主帅泰
伦·卢也在采访中敲打球队，
称骑士打成这样应该觉得很
难堪。对阵雄鹿前，骑士已
经输掉六场比赛中的五场，
好在詹姆斯和勒夫在本场比
赛分别攻下30分和32分，让
球队终于拿下年轻富有朝气
的雄鹿。

当地时间11月7日，中
国女排队长朱婷所在的瓦基
弗银行开始了新赛季的欧冠
之旅。经过一番鏖战，瓦基
弗银行以2517，2520，29
27，总比分30横扫白俄罗
斯冠军明斯克取得开门红。

此前，在土耳其联赛跟
升班马尼吕费尔的对决中，
朱婷在首局因手部受伤被换
下场。随后一轮跟伊尔银行
的对决，主教练古德蒂让朱
婷休战，调整备战欧冠的比
赛。

经过休整，朱婷在欧冠
比赛中首发并打满全场。瓦
基弗银行的强攻比对手高出
不止一个档次，即便是困难
球朱婷也总能得分。首局比

赛进行到1916时，朱婷在
反击中攻吊四号位死角得
手，把控能力令人折服。第
三局，当罗宾逊一传出现波
动时，朱婷总能用强攻弥补
不足。

全场比赛，朱婷25扣16
中，成功率高达64%，得到18
分，荣膺全场得分王。在她
的带领下，瓦基弗银行队在
进攻端以5135净胜16分，
成功率也以49%领先对手12
个百分点。

欧冠采用主客场加金局
赛制，11月11日瓦基弗银行
将回到主场再战明斯克，取
胜顺利晋级欧冠十六强难度
不大。

邓铭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日，中国足协
对外公布了明年中国杯国际
足球锦标赛的参赛对手，国
足将与乌拉圭、捷克以及威
尔士三支球队展开第二届中
国杯的争夺。

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
是中国足协在去年创办的一
项赛事。首届中国杯上，智
利战胜冰岛夺得冠军，而国
足则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克罗
地亚收获季军。第二届中国
杯目前定于3月 22日至 26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除东道
主之外，三支客队分别是来
自南美的乌拉圭和欧洲的威
尔士和捷克。

作为国际足联 A 级赛
事，参赛队不会轻视这个拿
到国际足联正式积分的机

会，有望派出最强阵容应
战。其中，乌拉圭在俄罗斯
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以第二
名的身份进入世界杯决赛
圈，该队大牌云集，效力于巴
萨和巴黎的苏亚雷斯、卡瓦
尼都是顶级射手。威尔士国
家队一直不乏世界顶尖球
员，效力于皇马的贝尔在中
国有无数粉丝。另一支参赛
队捷克与中国足球颇具渊
源，目前建业外援多奇卡尔
就是捷克国家队的一员。

世界杯预选赛未能出
线，国足在明年将没有任何
大赛任务，中国杯就成了国
足在明年能够参加的最高水
平的国际级赛事，作为国足
备战2019亚洲杯的重要练
兵机会，里皮也将通过与这
些世界级强队过招发掘更多
的新人。

得18分荣膺全场得分王

国足将与乌拉圭、威尔士、捷克过招

据新华社电 NBA休斯
敦火箭队主帅德安东尼昨
日表示，效力于火箭的中国
球员周琦虽然会时常去发
展联盟打球，但是本赛季将
主要随同火箭队比赛和训
练。不过，当他在火箭的训
练和比赛不受影响时，周琦
会和火箭下属的发展联盟
球 队 毒 蛇 队 合 体 打 些 比
赛。德帅表示，他不会通过
周琦在火箭或是毒蛇队的
表现来评估周琦，因为他已
经在训练中看到了周琦的
潜力。

“周琦大部分时间会和
火箭待在一起，有时候我会
让他去打一两场发展联盟比
赛，他就去打打，但是我们需
要他在火箭长时间积累经
验。我们不知道他会去发展

联盟打多少比赛，但是我们
对于他的计划就是尽量获得
更多的经验，不断进步。我
们看好他的潜质，周琦会变
得非常优秀。”

据《休斯敦纪事报》报
道，周琦昨日已经同火箭会
合训练，备战9日主场对阵克
利夫兰骑士队的比赛。

周琦目前在火箭队已经
不需要翻译，他表示自己的
英语越来越好，尤其是篮球
术语。德安东尼则开玩笑
说：“他懂得越少越好……”

周琦表示，他已经逐步
适应美国以及在美职篮的生
活。“此前我从没有和这么多
美国人一起打球和生活，现
在他们正在帮助我融入当地
的生活，这也有利于我融入
篮球这项运动。”

只是偶尔去发展联盟练练

出战场次追平乔丹

从年龄来看，乔丹几乎
是詹姆斯的父辈，两人也从
未在赛场上交手，但人们总
喜欢拿两人进行比较。

比战绩，詹姆斯胜率达
到 66.8%，而乔丹的胜率为
65.9%。比出场时间，乔丹是
41011 分 钟 ，詹 姆 斯 则 是
41651分钟。拼得分，乔丹更
胜詹姆斯一筹。1072 场比
赛，乔丹拿到 32292 分，历史
第四；詹姆斯拿到 29105 分，
历史第七；比三双次数，詹姆
斯总共拿到56次三双，乔丹
只有詹姆斯的一半。算出勤

率，乔丹打了15个赛季缺席
了93场，詹姆斯同样是15个
赛季则缺席71场，两人都是
数得上的铁人。乔丹的缺
席，主要原因是他曾有一个
赛季遭遇重伤；詹姆斯从未
经历过重伤，但懂得“养身之
道”，没有任何一个赛季打满
82场。

两人之间相差最多的是
总冠军，这也是不少球迷认
为詹姆斯很难追上乔丹的一
个原因。乔丹6总冠军奖杯，
比詹姆斯多了一倍。

王文

詹姆斯、乔丹数据比拼

获奖的李明坦言颇为意
外：“我觉得更关键的还是中国
正在被世界关注，同时中国足
球和中超联赛现在也引起了世
界足坛的注意，所以这还是中
国力量的一种体现。”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郝海
东、范志毅比李明更为出名，但

李明是国家队出场纪录的保持
者，为国足出战141次，比第二
名的李玮峰也足足多了将近
30场。不过遗憾的是，李明当
年落选了米卢 2002 年世界杯
的大名单。此外，李明能够获
奖，也许和他退役后一直从事
足球相关工作有关。

比肩传奇？
昨日一役结束，詹姆斯的出场次数已与乔丹持平，但他职业生涯

所达到的高度能否与乔丹比肩呢？李明获得金足奖传奇奖，这个马拉
多纳、贝肯鲍尔都获得过的奖项，李明在哪些方面能比肩这些传奇呢？

周琦仍将留在火箭

朱婷获欧冠开门红

中国杯对手落定

李明：中国足球和中超获得了关注

李明同曼奇尼（左一）、欧文（左二）一同领奖 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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