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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篮协消息! 原中国男篮青
年队主教练范斌已经恢复原职!#$日
开始重新率领国青队进行训练"

中国篮协新闻发言人徐岚说#$经
中国篮协研究决定! 范斌重新担任国
青队主教练% 范斌与国青队球员之间
进行了沟通! 双方态度都很好! 今天
&$$日'已经开始训练了% (

国青队从美国拉练回来后就在总
结%$%日上午!在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

时等领导的带领下! 范斌与球员一起
开了个会% 会上范斌与球员都很好地
对此前的事件深入总结! 范斌对自己
今后的工作提出!"点改进意见! 得到
了球员们的认可% 会后胡加时等领导
决定!范斌恢复主教练职务%

此次$兵谏门(事件发展到这个地
步! 已经影响到了国青男篮的正常训
练! 因此范斌恢复原职的消息也很低
调地对外公布% 徐岚说中心在考虑下

周找个时间为国青安排一次公开训
练! 也让外界看看范斌与球员之间的
相处情况%

其实范斌与国青队球员之间的矛
盾篮协早有所知! 早在"月!日就内部
作出决定暂停范斌的主教练工作% 但
不曾想! 有球员将按了红指印的请愿
书用手机拍了下来! 后来被媒体获
得! 最终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事
件的发展方向出乎所有当事人的意

料! 也让国青队球员们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因此范斌复职也没有遇到太
大阻力%

国青男篮下个月将奔赴西班牙参
加一次国际邀请赛!&月底就将出征拉
脱维亚的'%(世界青年男篮锦标赛%

范斌此次复职的考察期到)月份!也就
是说世青赛的成绩将决定范斌在这个
岗位上能工作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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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月%)日中超第三轮北
京国安客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

中国足协纪委会对北京国安作出如
下处罚#北京国安俱乐部被警告!罚
款#万元) 国安主教练帕切科被警
告!罚款%万元)守门员教练李立新
被禁止进入替补席*场! 罚款!+,,,

元%具体原因是#帕切科未按规定要
求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 赛前第四
官员按规定检查替补席人员时!国
安队主教练帕切科不按规定佩戴证
件!经第四官员要求后!帕切科仍不
按要求佩戴证件)比赛中!恒大队球
员穆里奇对国安队守门员杨智犯
规!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警告!国安队
守门员教练李立新对裁判员的判罚
不满!冲入场内指责裁判员%

##日! 北京国安在其官网上对
上述处罚提出三点质疑# 比赛结束
后主教练帕切科按规定参加了赛后
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和观看比赛录
像! 主教练帕切科佩戴了替补席证
件)经俱乐部与李立新核实!广州恒
大队员恶劣犯规撞击杨智头部后!

因担心会对球员造成严重伤势*影
响比赛! 李立新随即进入球场但并
未做出指责裁判员的行为%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还在##日
的公告中表示! 国安自参加中国职
业足球联赛以来一直是遵守中国足

协章程及相关规定的典范! 对中国
职业足球联赛的$假*赌*黑(丑恶现
象深恶痛绝% 公告还称!国安$十八
年来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 但仍然
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足球的发展(%

中国足协纪委会新闻发言人周
明表示! 对于北京国安的三项处罚

在程序上没有问题! 委员们讨论了
很长时间才谨慎地作出了上述处罚
决定% 周明还表示!目前他没看到北
京国安的申诉报告!$但他们提出的
质疑不足以影响纪委会对处罚决定
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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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师客场!-./东区头两号种子
芝加哥公牛队和迈阿密热火队$$日
继续高歌猛进% 在战胜各自对手后!

两队均取得了*#,的总比分优势!已
经拿到了晋级东区半决赛的赛点%

面对东区排名第八的印第安纳
步行者队!联盟$老大(公牛队依旧陷
入苦战! 在最后!分钟还与对手打成
平手% 全场得到$*分的公牛队核心罗
斯此时站了出来! 强行突破上篮得
手!帮助球队最终以00#0"取得胜利%

此役步行者队继续对罗斯进行
了重点防守!使他!0次投篮仅命中了
"球% 罗斯赛后说#$整场比赛我只想
着要突破得分! 对方的防守很强硬!

但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机会!投进
了那个球% (

东区排名第二的迈阿密热火队同
样遭遇了一场恶战! 在首节一度落后
!,分的不利局面下!$三巨头(詹姆斯*

韦德和波什联手夺得了)+分! 帮助热
火队以!,,#("客场战胜费城)&人队%

作为本赛季季后赛!&队中唯一
一支常规赛胜率不足五成的球队!步
行者队在与公牛队的系列赛中打出
了自己的特点!两队比赛场面一直非
常胶着% 面对这样难缠的对手!公牛
队虽未尝败绩! 但每次都是涉险过
关!三场比赛总共才赢了对手!+分%

公牛队取胜的另一大功臣是罗尔+
邓! 他全场贡献出$!分*&个篮板球和&

次助攻的全面数据!前两战均投中关键
三分球的投手科沃尔得到了!$分%

,#*落后的步行者队翻盘希望已

经非常渺茫%

在费城!热火队$闪电侠(韦德表
现抢眼! 独得*$分! 抢下了!,个篮板
球!并有0次助攻!险些打出$三双(%詹
姆斯和波什分别得到了$"分和!(分%

取得了赛点!热火队显然不想让
这个系列赛持续得太久!詹姆斯赛后
表示#$我们想要继续我们的比赛方
式!就像今天!韦德打出了难以置信
的表现!我们已经准备好终结这个系
列赛了% ()&人队的内线核心布兰德
得到了全队最高的$!分!霍利迪也有
$,分进账%

前两场赢得顺风顺水的达拉斯
小牛队则遭遇了波特兰开拓者队的
当头一棒!在客场以($#()告负!两队
的总比分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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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亚运会-裁判门(的中国体操
裁判邵斌!$!日透露已准备好应诉材
料! 将于$+日与律师团队赴瑞士参加
听证会! 就国际体操联合会提出的诉
讼作出辩护%邵斌的律师肖磊认为!如
果仅从裁判打分角度质疑尚可接受!

但国际体联的诉讼已经上升到道德层
面! 所以必须为名誉而战#-国际体联
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 发出结论性的
诉状! 对邵斌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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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前队长蒋
世豪$$日早在香港天水围坠楼身亡%

警方表示!$$日大约&时!有人发
现蒋世豪坠楼% 警方和救援人员到场
后证实他已死亡%

蒋世豪生于!()+年0月! 曾效力
于南华和愉园等球队!并曾入选中国
香港男子足球队并担任队长! 绰号
-豪猪(% 他去世前在乙组球队永义队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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