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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9日，国际
篮联宣布，菲律宾、日本和印
度尼西亚联合获得了2023年
世界杯的主办权，这也是
FIBA历史上首次由多个国
家举办世界杯。

菲律宾、日本、印尼和阿
根廷、乌拉圭是最后两组入
围的竞争对手，但国际篮联
中央委员会投票最终的结
果是菲律宾、日本和印尼获
得了 2023 年男篮世界杯的
主办权，这是自中国 2 0 1 9
年后，世界杯连续第二年在
亚洲举办。

国际篮联主席奥拉西
奥·穆拉托雷表示：“恭喜菲
律宾、日本和印尼成为 2023
年世界杯的主办国，届时世
界杯篮球赛将会在多个国
家上演。”

2023 年世界杯小组赛将
分别在菲律宾、日本和印尼
举办，而决赛阶段的赛事则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

国际篮联 2012 年将从
前的世锦赛更名为世界杯，
2014年首届世界杯在西班牙
举办，第二届世界杯则是
2019 年于中国举行。 综合

亚洲三国获得
篮球世界杯举办权

12月12日晚CBA联赛继
续进行，在八一队坐镇主场
迎战天津队的比赛里，双方
经过48分钟的鏖战，最终八
一队以 100:86 的比分战胜天
津队拿到了本赛季的首场
胜利，同时终结了 14 连败。
四节比分分别为：27:16、25:
24、23:20、25:26(八一队在前)。

本赛季，八一队主力中
锋邹雨宸赛季报销，球队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同时球队也遭遇队史上最
长的 14 连败，主帅阿迪江更
是深感压力巨大。而这次取
得赛季首胜，无疑会对八一
队这帮小伙子的信心恢复
带来一定的帮助。 综合

12月11日，CBA公司对
在与天津比赛中辱骂裁判的
李根做出处罚，李根将被停
赛两场(吃到两次技术犯规
自动停赛一场 ,追加停赛一
场)，罚款5万元。

在新疆客场与天津的比
赛进行到第二节还剩4分57
秒时，李根运球推进到对方
篮下，结果球被天津外援杰
特破坏出底线。李根认为这
个球杰特有犯规的动作，并
向裁判员做出了挥空拳的手
势，当值裁判随即判李根技
术犯规。在李根继续辱骂裁
判后，裁判判他第二次技犯，
将其驱除出场。

离场过程中，李根的心
情还未平复，他依然在辱骂
裁判，并作出了侮辱性的手
势，在新疆队相关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李根最终回到了更
衣室。赛后李根通过个人社
交平台对自己的不理智行为
致歉。 综合

李根侮辱裁判
停赛两场罚5万

凯撒：只想打好球 不想总冠军

山东稳居积分榜首

联赛前15轮，山东男篮取得
了12胜3负的战绩，胜率高达80%。
尤其是在已经进行的8场主场比
赛中，山东男篮保持了全胜，也
是CBA唯一一支球队。

在与江苏的这场比赛之前，
两支球队战绩相同，是CBA排名第
一集团的球队。特别是江苏这个赛
季展现出黑马之势，之前比赛连克
强敌。再加之客场比赛因素，山东
男篮上下对于本场比赛非常重视。
好在凭借着对布鲁克斯的防守以
及进攻端劳森和丁彦雨航的表现，
山东男篮半场就确立领先优势，并
且如愿最终取胜。对于比赛的胜
利，凯撒表示：“非常满意队员的表
现，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能够拼
下来，祝贺自己的队员。我们赢了
一个强大对手，江苏今年联赛打得
非常不错，赛前我们也非常重视这
个对手，也做了细致的布置。从比
赛来看，这场大家整体把握上做得
不错，最终赢下了这场球。感谢到
场支持的球迷，他们是我们球队无
限的力量。”

在连续战胜江苏和广厦之后，
山东男篮强大实力不断得到展现。
本赛季山东男篮账面实力可谓是

近些年来最强的，尤其是板凳深度
绝对是CBA顶级。加之两位外援劳
森和莫泰尤纳斯表现出色，以及丁
彦雨航的表现，山东男篮被外界视
为争夺本赛季CBA总冠军最有希
望的球队。

对于争冠话题，主帅凯撒看得
非常平淡。“对球队来讲，这不是受
影响的话题，今年的联赛各支球队
的实力都非常强，我们没有绝对的
实力去赢对手，只是想球队一步一
个脚印，一场比一场打得更好，并
没有特别的想去争夺冠军。当然，
有个美好的想法是好事情，我们现
在更多的是想如何打好下一场比
赛。目前球队15场比赛取得12场胜
利，非常不错，我们争取每天都有
进步。”

诚如凯撒所说，山东男篮并不
能因为目前的成绩而高高在上。前
面的比赛中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
特别是比赛第四节经常被对手疯
狂追分。再者睢冉的伤势需要长时
间修养，这也给未来球队外线防守

造成很大影响。

还有四场半程收官

未来一周，山东男篮将客场
挑战同曦男篮和上海男篮，然后回
到主场迎战青岛男篮以及天津男
篮。这四场比赛后，CBA 常规赛半
程就将结束。因此，如何打好这四
场比赛，为半程画上圆满句号，将
是山东男篮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曦男篮拥有三外援，但是本
赛季的表现并不好。联赛前 14 轮，
他们取得了 7 胜 7 负的战绩，并没
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特别是在近
期连续输给广厦以及同省对手江
苏男篮后，同曦男篮选择了更换外
援。12 日同曦男篮宣布：“经过慎
重考虑，我俱乐部决定对外援作出
调整，用试训外援杰里米·帕戈更
换多米尼克·琼斯。杰里米·帕戈自
11 月到队试训以来，个人竞技状
态及训练态度都得到了教练组的
认可。”同曦男篮对外援依赖性强，
只要山东男篮防守好对方三外援，

就有机会取胜。
上海男篮本赛季没有了上赛

季的神奇，联赛14轮之后也是7胜7
负。尽管寂寞大神弗雷戴特场均能
得到41分，但是依然无法带领上海
男篮取得更多胜利。和同曦男篮的
问题类似，现在上海男篮进攻端对
外援弗雷戴特和明纳拉斯的依赖
性太强，本土球员很少有能站出来
的。所以，如何限制弗雷戴特的发
挥，将是山东男篮教练组需要考虑
的问题。只是这次球队防守大将睢
冉不在，重任只得落在张春军以及
王汝恒等球员身上。

半程最后两场比赛山东男篮
均是主场作战，对手分别是青岛以
及天津。截至12月13日，青岛男篮
取得4胜11负的成绩，位居积分榜
第 16 位。天津男篮则是以 3 胜 12
负的战绩居于第 17 位。尽管排名
靠后，但是青岛男篮在更换外援兰
佩之后状态大增，近期比赛表现不
俗。特别是有齐鲁德比因素的影
响，这场比赛的火药味相信会更加
浓郁。

天津男篮本赛季战绩不佳，但
因为山东男篮旧将外援杰特的存
在，这场比赛依然会受到球迷追
捧。本赛季至今杰特场均能得到
24 . 9 分、5 . 4 次助攻。

CBA公司在官网上公布了
CBA全明星投票的首周结果，郭艾
伦力压易建联获得首周票王。郭艾
伦首周共获得14671票，阿联获得
14213票排名第二。在首周的南北区
10人首发中，共有7人得票超万，丁
彦雨航10635票仅排第7位。

辽宁和广东两队成CBA全明

星首周票选的最大赢家，两队各有
3人入选，排名倒数第一的八一队
也有2人入选，山东和山西各有一
人入选。南北区首发也随之出炉，
南区：中锋易建联，前锋是周鹏和
雷蒙，后卫是赵睿和田宇翔，北区：
中锋韩德君，前锋丁彦雨航和邢志
强，后卫郭艾伦和赵继伟。

在南区的中锋榜上，来自于广
东东莞银行队的易建联以14213票
高居首位，八一双鹿电池队的许钟
豪则以7444票紧随其后，浙江广厦
控股队的胡金秋、福建SBS队的王
哲林和广州证券的范子铭分列3-5
位。值得一提的是，易建联也是目

前的南区票王。
在前锋榜上，周鹏以 11833 票

位列首位，八一双鹿电池队的雷蒙
以 8394 票位列第二位，同样效力
八一双鹿电池队的刘航初、广东东
莞银行队的任骏飞和深圳马可波
罗队的孟铎，则分列 3-5 位。

在后卫位置上，广东东莞银行
队的赵睿以11496票位列首位，八一
双鹿电池队的田宇翔以8912票位
列次席。南京同曦队的黄子恒、上
海哔哩哔哩队的弗雷戴特和浙江
广厦控股队的孙铭徽分列3-5位。

在北区的中锋榜上，辽宁本钢
队的韩德君以12120票位列首位，青

岛国信双星队的苏伟以6913票位
列次席。山东高速队的莫泰尤纳
斯、新疆喀什古城队的孙鸣阳和山
东高速队的陶汉林分列3-5位。

在前锋榜上，山东高速队的小
前锋丁彦雨航以10635票位列首位，
山西汾酒股份队的邢志强以8728
票紧随其后。北京首钢队的翟晓
川、辽宁本钢队的李晓旭和山西汾
酒队的李敬宇分列 3-5 位。

在后卫位置上，辽宁本钢队的
郭艾伦和赵继伟，分别以14671票和
11081 票占据了前两名。山西队的
曾令旭、吉林的刘天意和北京首钢
队的刘晓宇则分列 3-5 位。 综合

CBA全明星首周票选:小丁得票仅第7位

14连败终结!
八一主场胜天津

隔记者 李康培

12日晚与江苏男篮的榜首大战，山东男篮客场取胜，成为名副
其实的积分榜第一名。赛后对于有望夺取总冠军的说法，主帅凯撒
表示球队目前没有想这么多，只想打好下一场球。

丁丁彦彦雨雨航航的的发发挥挥对对山山东东男男篮篮非非常常重重要要 记记者者 郭郭建建政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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