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首次入选
国足， 身高1米70的陈士钊在国家队中相当不
起眼， 但他很快凭借出色的状态成为国足最受
期待的一员， 被外界称为本届国足的“奇兵”，
甚至是“救星”。 今天上午国足训练结束后，
陈士钊表示， “救星不敢当”， 但是“从成为
职业球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好了为国效力”。

对于本次入选国足， 不但是外界， 即便是
陈士钊本人， 也没有思想准备， “正式征召函
传到巴西科林蒂安俱乐部之后， 国家队领队才
跟我取得联系。” 而之前， 他只是从俱乐部得
知有中国教练在打听他的状态。 而在正式得知
入选国家队后， 他便立刻买了回国机票， 因为
“从小的梦想便是加入国家队”。

鉴于陈士钊的“海归”身份，同时他在训练
中展现的出色状态， 外界将其称为本届国足的
“奇兵”，甚至是“救星”。 对此，腼腆的陈士钊低
调回应，“真的不敢当， 我觉得有些球迷可能是
带着感情因素才会这么说， 没有哪个球员可以
不需要团队协作就能发挥最大能力。 ”

对于22日的中伊之战， 陈志钊表示在面对
身体强悍的伊拉克球员时， 会尽量扬长避短。
他认为自己的特点是“转身快， 喜欢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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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３月１９日电 （记者 林德韧）
在热火队23连胜光芒的投影下，另一支球队也在
默默积累着连胜，在以114比104客场掀翻西区卫
冕冠军俄克拉荷马雷鸣队之后，丹佛掘金队已经
取得了该队加盟NBA以来最佳的13连胜。

此前掘金队在NBA联盟的最长连胜纪录是
在1982年创造的12场。

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掘金队在上半场以1
分落后。第三节成为全场比赛的转折点，掘金将
士三军用命，打出一波22比8的进攻狂潮，一举
确立了13分的优势。在比赛剩余时间，掘金队始
终没让雷鸣队占据上风，最终以10分优势取胜。

取胜之后掘金队以47胜22负的战绩排名西
区第五，距离排名西区榜首的马刺队还有5个胜
场的差距。

掘金豪取１３连胜

图为雷鸣队球员杰克逊 （中） 在比赛中上
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０日电（记者 姬烨）2013
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报名19日截止，中国名将林
丹出现在报名表中，这将是“超级丹”在伦敦奥运
会之后首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自从在伦敦奥运会上成为羽毛球男单卫冕
第一人之后，林丹宣布休假半年，缺席了全部国
际赛事，只参加了国内联赛和全国锦标赛。直到
今年3月1日，他才正式归队训练。由于半年多没
有参赛，林丹的世界排名已从伦敦奥运时期的第
一，一路下滑到如今的第42。

亚锦赛将于4月16日至21日在台北小巨蛋
举行，林丹与队友谌龙、杜鹏宇、陈金、王睁茗、
高欢一起报名参加男单比赛。 而马来西亚一哥
李宗伟和印度尼西亚天王陶菲克则缺席。

在本届亚锦赛中， 中国队派出了绝大部分
主力。 女单方面奥运冠军李雪芮、王适娴、王仪
涵等悉数出战， 男双的蔡赟／傅海峰依旧高挂
免战牌，但新科全英赛冠军刘小龙／邱子涵、柴
飚／郭振东、洪炜／沈烨等将参赛。女双和混双
也是尽遣主力。

林丹将在亚锦赛复出

国足“挪用”恒大体系
22日晚的中伊之战，对于已经在首轮

客场不敌沙特队的国足来说，是一场“生死
之战”， 必须打赢才能入围2015年亚洲杯
决赛圈。

卡马乔执教国足的这段时间， 广州恒
大球员一直是国足的主要构成， 国足甚至
一度拥有多达11名恒大球员。 本届国足25
名球员中，恒大球员多达9名。 虽然恒大球
员很多， 但国足在打法上一直与恒大有所
区别， 最大的原因在于国足中场缺少组织
大将， 因此在恒大担纲后腰的郑智回到国
家队则处在中场指挥官的位置。

不过， 由于国内多名后腰悍将遭遇伤
病，国足的后腰位置开始捉襟见肘。在国足最
近的几次训练中，郑智似乎不得不回归后腰
位置，国足的阵容与打法也逐渐向恒大靠拢。

卡马乔建队以来，黄博文、秦升、赵旭
日、吕鹏是后腰位置的主要人选。但目前这4
大后腰仅赵旭日状态稳定，黄博文依然处在
停赛期，秦升在联赛中遭遇伤病，吕鹏则因
注册问题无法亮相中超，状态的不稳也让他
在本次集训中一直被排除在战术体系外。

面对如此窘境，经验老到、技术全面的
郑智成为卡马乔的“救命稻草”。 抵达长沙
后的训练课中， 郑智一直搭档赵旭日出现
在后腰位置，他们也是恒大队的后腰搭档。
可以说，这是卡马乔不得已的选择。

另据了解， 新上任的中国足协掌门人
张剑也将于3月21日抵达长沙， 首次亲临
国足赛场督军。

伊拉克“轻松”备战
相对于国足“必须取胜”的压力，对手

伊拉克队则显得轻松很多。一方面，伊拉克
队本次预选赛首轮比赛取胜，无晋级压力；
另一方面，国足近8年来从未在主场战胜过

伊拉克队，伊拉克队的心理优势明显。
从主帅执教情况来看，成绩不佳的卡马

乔正经受着球迷和足协高层的质疑。 而伊拉
克主帅福拉多曾经执教中国队，对国足整体
状况非常熟悉。 从两队水平来看，由锋线悍
将尤尼斯领衔的伊拉克队，曾在2011年的巴
西世预赛20强赛中两次击败国足，让国足在
小组赛还剩两场的情况下提前出局。

伊拉克队抵长后的训练放松自然，训
练场上充满欢声笑语， 国足的训练则安静
不少。 尤其是在国足训练时， 大量球迷围
观，难免让国足球员背负心理压力。

福拉多在采访时直言，“虽然客场战胜
中国队是很困难， 但取胜依然是伊拉克队
唯一的目标。 ”

伊拉克队头号球星尤尼斯也表示，“我
们有什么压力？中国队第一场输给沙特队，
谁都知道这场比赛他们必须取胜， 而我们
在客场战平就可以了。要说压力，中国队的
压力比我们大得多。 ”

3月20日，国足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外场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训练。 即将在22日晚打
响的“生死之战”中，国足或将“挪用”恒大体系———

郑智后移，国足变身“恒大”

本报记者 王亮

救星？ 不敢当！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万人迷”
贝克汉姆今天抵达北京， 正式拉开了担任中国
足球超级联赛形象大使的序幕。 他表示， “我
担任中超联赛形象大使无钱可赚， 只想帮助中
超联赛提升形象。”

今天的见面仪式在北京史家小学进行， 对
于担任中超形象大使， 贝克汉姆表示， “中超
拥有优秀的球员、 狂热的球迷， 它需要的是世
界对它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我很愿意担任这个
桥梁的角色。 足球这项运动赋予我太多， 我也
希望借此身份同中国的青少年分享足球的快
乐。 相信这里有很多足球的好苗子， 我希望能
指导他们、 激励他们， 他们有无限的潜力能创
造足球未来的奇迹！”

有关出任中超形象大使将获得200万欧元
的传闻， 贝克汉姆表示并不属实， “我在巴黎
踢球不要薪酬， 在中超做代言， 同样没有薪
酬。 我只是想提高中超联赛的形象。”

当天下午， 贝克汉姆还参观了北京二中并
上场献技。 据了解， 贝克汉姆还将于3月21日
至23日分别参观北京国安、 青岛中能以及武汉
卓尔俱乐部， 并赴北大演讲。 3月25日， 贝克
汉姆将启程返回法国。

出任中超形象大使

贝克汉姆代言“零薪酬”
左图：3月20日上午， 长沙市贺

龙体育中心外训练场，国足队员在
进行分组对抗训练。

上图：3月20日下午， 长沙市贺
龙体育中心外训练场，伊拉克队队
员在进行赛前训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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