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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即将
于 11 月 1 日正式拉开战幕遥 进入
野2.0冶时代的 CBA袁即将面临又一个赛
季的机遇与挑战遥

2019 年袁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并
不顺利的一年袁 篮球世界杯的主场失
利袁 让本来对球队寄予厚望的球迷们
失望不已袁 也让作为国家队人才库的
CBA 联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遥

新的赛季袁CBA 联赛发布了 野敢
梦敢当冶的宣言袁力图在逆境中革新进
取袁直面挑战遥宣言中表示院野世界杯的
失利将激发 CBA 联盟每一个篮球人
改革的决心和勇气遥敢梦袁梦想中国篮
球的美好未来袁 让每一位中国篮球人
骄傲自豪曰敢当袁脱胎换骨袁锐意革新袁
为中国篮球的复兴袁 为中国球迷的快
乐而担当遥 冶

以改革为主线袁新赛季的 CBA 将
以全新的姿态启航遥

迈入野CBA2.0冶时代袁新赛季呈现
四大板块全面升级

2019-2020 赛季是 CBA 联赛历
史上第 25 个赛季袁 同时也是 CBA 联
盟推动 CBA2.0 升级计划后的第一个
赛季遥

在这个赛季袁 联盟计划在赛事运
营尧球迷体验尧商务开发和品牌推广这
四大板块进行升级遥赛事运营方面袁比
赛更多地野错峰冶进行袁部分场次将提
前到晚 7 点或推迟到晚 8 点开始袁在
荣誉体系中新增了最佳第六人奖项遥
球迷体验方面袁 与大麦体育合作推出
了中国职业体育联赛中的首个官方票
务平台遥商务开发方面袁新增了一些赞

助商和合作企业遥品牌推广方面袁确立
了国潮尧青少年发展尧公益和社群营销
为品牌升级的主要方向遥

中国篮协主席尧CBA 联盟董事长
姚明表示院野新赛季 CBA 联赛在某种
意义上承载的期望袁 是过去很多个赛
季都无法比拟的遥新赛季 CBA 联盟要
做的事情很多袁 更要对每一个环节从
长计议遥 冶

中国男篮在世界杯上不尽如人意
的表现也促使 CBA 做出改变遥 自
2020-2021 赛季开始袁 为了促进联赛
可持续发展袁CBA 将为国内球员设立
野工资帽冶袁 虽然外援的工资并未有强
制规定袁 但为了提高国内球员竞技水
平和训练质量袁 每支球队外援上场为
2 人渊最多冤4 节 4 人次袁每节最多一人
次渊任一时刻只有一名外援在场上冤遥

工资帽和外援人次的新规定袁意
味着许多俱乐部的外援组合将在本赛
季上演野绝唱冶遥事实上袁为了提升实力袁
本赛季诸多 CBA 队伍加强了引进外
援的力度袁如辽宁队就招募了实力派前
锋斯蒂芬森袁北京队则签下华裔球星林
书豪袁以这两人为代表的外援群体的表
现袁也将成为左右新赛季各支球队表现
的重要因素遥

本土明星袁行不行钥
随着外援政策和野限薪令冶浮出水

面袁 国内球员未来在联赛中所扮演的
角色将越来越重要袁 在男篮国际赛场
表现不佳的大背景下袁可以预见袁国内
球员在新赛季将面对比以往更多的关
注和讨论遥 不论是本土明星还是常年
龙套袁 都必须用球场上的表现来回答

两个问题院野你行不行钥 冶野你值不值钥 冶
最大的焦点袁会集中在郭艾伦尧周

琦尧王哲林等在联赛中野横着走冶袁但在
世界杯野低着头冶的国家队球员遥收入方
面袁球队仍会为其奉上顶级薪水袁不过
打成什么样算顶级表现袁将在他们身上
重新定义袁中国篮球已不能靠在亚洲称
王获得奥运门票袁本土明星们自然也将
在更严格的舆论环境中袁去重新赢得球
迷的认可和尊重遥

而对于那些野明星光环冶之外的国
内球员袁他们则面临的是生计问题遥当
球队因为限薪令优先保障大牌球员的
利益时袁 剩余的薪金空间自然会变得
更小袁 生存在中下游的国内球员需要
表现出更强的野求生欲冶遥

在薪水层面袁 国内球员的生存环
境下赛季将变得更严峻袁但 CBA 公司
在外援政策上的调整袁 在未来也给了
本土力量更大的表现空间和舞台袁机
会就在这里袁争不争气就看自己了遥

看着世界杯上独木难支的易建
联袁 人们为中国男篮后继无人着急的
同时袁也更加期盼新生力量在 CBA 成
长和涌现遥阿不都沙拉木尧胡金秋等小
有所成的新星袁 能否更进一步迈入国
内顶尖球员行列钥 郭昊文尧 徐杰等
CBA 二年级野菜鸟冶袁能否从初露锋芒
走向独当一面钥 由野状元秀冶王少杰领
衔的 16 名新秀袁 谁会给 CBA 带来新
的惊喜钥

不管明星或是龙套袁 老将还是新
人袁当中国男篮陷入低谷袁未来数年可
能面临国际大赛野真空期冶的艰难岁月
里袁CBA 将是国内球员磨炼和展现自
我的宝贵舞台遥 所以袁请且行且珍惜遥

国足公布25 人集训名单
中国足协 29 日公布了新一期的 25

人男足国家队集训名单袁以备战与叙利亚
队的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预赛阶段渊四十强赛冤比赛遥

新一期集训名单中袁27 日被广州恒大
淘宝队任命代为球队执行主教练的老将
郑智在列遥 作为大名单中唯一在海外效力
的球员袁武磊将应征召从西班牙驰援国家
队遥 归化球员艾克森尧李可均再次进入名
单遥 山东鲁能泰山队刘彬彬时隔四年重返
国家队遥

据介绍袁 中国男足将于 11 月 3 日在
广州集结组织集训遥11 月 14 日袁目前排名
小组第二的中国队将在客场挑战小组领
头羊叙利亚队遥 肖世尧

梅西打入职业生涯
第 50 记任意球

在 10 月 29 日进行的西甲第 11 轮中,
阿根廷人以两记进球引领巴萨 5:1 大胜巴
拉多利德, 并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任意球
进球数改写至 50 个遥

对巴拉多利德一战, 梅西在上下半场
各入一球遥其中第 34 分钟,他在 30 码处罚
出的一记直接任意球直挂球门右上角遥 这
是他为巴塞罗那打入的第 44 记直接任意
球,而此前在阿根廷国家队,他也曾 6 次上
演任意球破网遥

巴塞罗那队主帅巴尔贝尔德在赛后
提到梅西的表现时说:野对于梅西, 我不知
道还能再说些什么遥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他
都能有所作为遥 冶他提醒人们,阿根廷人眼
下仍在找回状态的过程中遥巴尔贝尔德说:
野他身上的天赋无可比拟遥 每次他触球,我
们都能期待他的表演遥 冶巴萨队友比达尔
对梅西同样赞不绝口, 他说:野我们每天与
他在一起,而他每天都在令我们感到惊讶遥
他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遥 冶 李任

军运会上中国军团
133 金首次登顶

10 月 27 日,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闭幕式在武汉举行遥 中国代表团在最后一
个比赛日添上两金, 最终成绩定格在 133
金 64 银 42 铜共计 239 枚奖牌, 问鼎军运
会金牌榜与奖牌榜头名遥 俄罗斯代表团和
巴西代表团分列二三位, 法国代表团则被
授予公平竞赛奖遥

军运会的闭幕式延续 野止戈为武冶理
念,同时彰显友谊尧快乐尧轻松和热烈的主
题遥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艺表演的第二部
分,武汉地方传统戏剧汉剧尧独具特色的大
型木偶都上场, 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
化遥随着军运会的圣火熄灭,武汉军运会也
完满闭幕遥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中国第一
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 也是
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
国际体育盛会遥 这次比赛创造了多项军运
会的第一: 第一次在同一城市举办所有比
赛;第一次兴建运动员村;第一次采取野军
地联合冶办赛模式;参赛规模历届最大噎噎
筹备精心,设施便利,服务周到遥 这让国际
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上校毫不
吝啬赞美之词:野本届军运会在开幕之前已
经成功了遥 冶 康扬

10 月 28 日晚袁2019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一场焦点中袁丁俊晖以 5-2 击败卡索尔袁挺进 32 强遥
本场比赛袁第一局开始袁丁俊晖状态一般袁至少出现两次简单失误袁好在对手也是失误不断袁最后

丁俊晖以 1 分优势拿下首局袁大比分 1-0 领先遥 随后袁丁俊晖又连胜两局渊74-34尧95-4冤袁比分优势
扩大到 3-0遥第四局开始袁丁俊晖手感开始下降袁卡索尔抓住机会以 69-48 和 57-50 连续逆转两局遥
第六局比赛袁在卡索尔打出 54 分的情况下袁丁俊晖以 62-54 完成单局逆转拿下赛点袁及时止住颓
势袁而后丁俊晖又以 65-24 拿下第七局袁最终以大比分 5-2 获得比赛胜利遥

由于丁俊晖的下一轮对手海菲尔德因病退出比赛袁丁俊晖直接进入正赛第 2 轮遥 曾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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