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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传真

2019 年对于国羽来说，首要重任
就是5月在南宁举行的苏迪曼杯赛。两
年前的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诸多首次
担当苏杯主力的年轻人看着韩国队捧
起苏迪曼杯时，难过落泪。经过两年
磨砺，年轻队员逐渐成长，他们需要
通过重夺苏杯，来证明自己能挑起国
羽大梁。尽管主场作战，但想要重夺
苏杯，中国队还会遭遇很多拦路虎。
2018 赛季，中日两队的抗衡局面将会
延续到 2019 赛季。在男单、女单和女
双上日本队都占据一定优势。

单项方面，国羽 2019 年最重要的
任务依旧是8月的世锦赛，这将见证羽
坛最高水平的较量。石宇奇要真正接
班，向林丹、谌龙看齐，世锦赛称王
是必经之路。国羽小花陈雨菲、何冰
娇在 2017、2018 世锦赛先后闯入半决
赛，2019 年她们要做的就是更上一
层。国羽男双已经连续两届世锦赛摘
金，2019 年力争实现三连冠。国羽混
双两对王牌组合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

律/黄东萍的目标是会师世锦赛决赛。
陈清晨/贾一凡需要摆脱伤病困扰，走
出低迷，期待再次突破日本女双组合
包围圈。

无论是苏迪曼杯还是世锦赛，比
赛时间仅仅是一周左右。2019 年国羽
还有一个时间线更长的战役——东京
奥运会积分赛。从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是东京奥运会的积分
赛周期，这段时间内，包括苏迪曼
杯、世锦赛、巡回赛等国际与洲际比
赛都会有与之对应的奥运积分，最终
世界羽联根据积分确认能够参加东京
奥运会的名额和名单。

2019 年至 2020 年的奥运积分赛，
2019 年占了更大比重，因此显得更为
关键。世界羽坛高手都会全力以赴争
夺积分，而中国队的目标是在五个单
项上实现满额参赛，就需要付出更大
的努力。

从伦敦奥运会到里约奥运会，国
羽男单都没有面临“三选二”的难

题，林丹和谌龙都是毫无争议的人
选，前者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卫
冕，后者赢得了 2016 年里约奥运会金
牌。然而进入东京奥运周期，22 岁的

石宇奇横空出世，尤其是在2018年
收获三冠，世界排名第二。在
东京奥运会的人选上，国羽不
得不面临着“三选二”的幸福
烦恼。为更好地准备这场持久
战，林丹和谌龙双双选择放弃

2018～2019 羽超联赛，专心冬
训，为全年的比赛积蓄能量。
2018 年陈雨菲收获中国福州公开

赛冠军，何冰娇拿到世锦赛季军，如
果延续这样的表现，她们很有希望出
现在奥运赛场上。但在她们身后，高
昉洁、陈晓欣、蔡炎炎、韩悦等一批
小花正在崛起。奥运积分赛对于她们
来说同样有机会，陈雨菲、何冰娇并
不能大意。

“ 双 塔 ” 组 合 李 俊 慧/刘 雨 辰 在
2018 年拿到了亚锦赛、世锦赛和年终
总决赛的冠军，他们成为国羽男双的
绝对力量。但贵为 2017 年男双世锦赛
冠军的张楠/刘成，2018年没夺得任何
一个单项冠军，2019 年他们必须尽快
调整状态，抓住奥运积分赛的机会证
明自己。同时，国羽年轻组合韩呈恺/
周昊东、何济霆/谭强等也会不断给他
们带来冲击。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国羽女双困
难重重，贾一凡/陈清晨之后，谁能成
为国羽的第二女双？在 2018 年广州总
决赛上闯入四强的杜玥/李茵晖可以承
担重任吗？满额参加东京奥运会是国
羽女双的目标，也是巨大挑战，全年
的积分赛显得至关重要。

国羽混双是目前最令人放心的单
项，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两
对组合只要延续 2018 年的状态，获得
奥运资格不是难题。

据《中国体育报》

欧洲足坛冬季转会期已开放，不少
球队都在努力签下新援。而球员加盟
前一般都要接受例行体检，近日，442杂
志透露了球员转会前体检的一些专业
要求。该杂志指出，球员接受新球队体
检并不意味着转会已成定局，一名球员
须通过俱乐部的严格体检后才能正式
加盟。“考虑到俱乐部为球员支付的巨
额转会费，详细了解球员的身体状况才
能确保俱乐部的利益不会受损。”

正如每位球员各不相同，每次的
体检标准也各不相同。俱乐部的要
求、教练的报告，球员年龄、位置、
伤病历史……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不
同。不存在统一标准的体检，每家俱
乐部都有自己的标准。通常情况下，
球员转会时要接受新俱乐部为期两天
的体检，球队理疗师、队医、健身团
队需向教练和俱乐部高层提供尽可能
多的相关信息，帮他们做出最终决定。

其中大多数体检都有一些关键要
求，比如通过有氧运动查找相关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姆安巴在比赛中
突发心脏病昏厥之后，俱乐部更加重
视对任何心脏问题的检查。24 岁以下

球员最好每年都接受一次体检，确保
在早期发现任何与心脏有关的问题。
转会的时机也会影响到体检的标准，
在1月份的冬季转会期，你通常需要那
些可以立即出场比赛的新援，因此在
这个阶段很少会看到一家俱乐部签下
有伤在身的球员——尽管阿森纳在
2014 年曾选择租借卡尔斯特伦，但这
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一些俱乐部的体检内容包括视
力、听力、牙科检查。尤其是牙齿，
俱乐部都会要求球员接受牙医的检
查，以免在赛季期间出现任何可能的
牙齿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引发的连
锁生物机械效应。现效力于土超
安塔利亚体育队的阿利·西
索科，就因牙齿问题，
被米兰“退货”。

此 外 ， 最 关
键的一项还有伤
病风险评估。该
评估需要对球员
们 在 运 动 中 骨
骼、关节、肌肉
的健康状况，找

出可能存在的任何弱点，尤其是骨盆
附近，这是上半身和下半身活动的关
键区域。球员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体检
的部位，比如门将就会重点检查肩
膀、肘部、手腕、手部等部位。

最终俱乐部的需求、球队的实
力、球员的适应能力、走出伤病的时
间等等，这些因素会最终决定转会的
成败。 晚综

当地时间1月9日，国际排联公布了
2020 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最终分组名
单。作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球队，中国女
排以二号种子身份坐镇B组，同组对手
有土耳其女排，德国女排及捷克女排。
此次奥运预选赛将于今年8月份举行。

东京奥运周期，国际排联启用了全
新的奥运选拔机制。根据相关规则，男
女排各12个奥运会参赛名额，除被东道
主占去1个外，剩下11个名额将通过本
次奥运选拔赛，产生 6 个——各组三轮
单循环过后，小组第一的球队获奥运参
赛资格。而剩下5个名额则将由五大洲
各自组织的奥运会资格赛中，推选而出。

值得关注的是，分属B组的还有中
国女排的老对手土耳其。在古德蒂的执
教之下，土耳其女排主打速度排球，整
体进攻速度非常快。在近些年的比赛
上，中国女排打这种速度极快的球队都
显得非常的吃力，在今年的奥运资格赛
上，土耳其女排恐将成为中国女排抢奥
运门票的最大阻碍。 据《新民晚报》

美国媒体近日评选出全美影响力最
大的体育传媒人物榜，勒布朗·詹姆斯
高居第五，已是重量级“大佬”了。

詹皇在各社交网络上的粉丝数量超
过8800万，每发一条内容其传播效应都
非常惊人。他还投资了一个专门供全球
运动员发声的平台，很多大咖都在上面
有自己的账号。此外，詹皇与朋友合办
的娱乐公司筹拍纪录片、真人秀，同时也
推出电影、电视剧集、谈话节目，詹皇参
演的《理发店》和《不只是个运动员》都制
造了很多话题，点击率非常可观。

业内人士表示，不管是传媒业还是娱
乐业，现在人人都想跟詹皇合作。 晚综

当地时间1月9日，总部位于巴拉
圭首都亚松森的南美洲足联发布 2019
版安全规范，其中禁止球迷使用超大旗
帜、球迷须坐着看球等新规引发争议。

新规中在体育场中被禁止行为增加
到 21 项，其中包括很多球迷早已习以
为常的做法，比如球迷看台上使用的旗
帜不能超过 1.5 米长、1 米宽。此外新
规还要求，从 2021 年起所有门票都将
通过互联网购买，且都应标注具体的座
位号码，即不允许不按座位站着看球。

南美洲足联出台新的安全规范是因
为近年来南美赛场上频繁出现暴力事
件。这些规定一出台就引发了不少争
议。不少体育人士认为超大旗帜、站着
观赛等都是最能体现南美足球氛围和球
迷热情的因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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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转会例行体检有门道

牙齿不好 居然影响跳槽

阿利阿利··西索科西索科：：
他们说我牙齿不健他们说我牙齿不健
康康，，然后就不要我然后就不要我
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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