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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10日，国际足联正式宣布，从
2026年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参赛球队将由目前
的32支球队扩军至48支。

届时，小组赛将会分为 16个小组，每个小
组3支球队，小组内进行单循环比赛，排名前两
位的球队晋级下一轮，然后进行淘汰赛，全部80
场比赛将在32天内完成。

世界杯从 32支参赛球队一举扩充到 48个
名额，可以预见的是，各大洲足协一定会向国际
足联争取提高所在洲的出线名额数。目前，在
世界杯现行的32支球队参赛的情况下，亚洲球
队的出线名额占据 4.5席，对于国足来说，能否
抓住此次世界杯扩充的红利，尽早再次打进世
界杯令人期待。 （综合消息）

2026年世界杯扩军
48个队分16个小组

美职篮常规赛当地时间9日进行了3场比
赛，其中威斯布鲁克打出“准三双”，帮助雷霆
队以109:94客场战胜公牛队，取得两连胜。

面对公牛，尽管雷霆在首节仅领先6分，但
在威斯布鲁克的带领下，雷霆在次节一上来便
打出13:2的攻击波，并在半场结束时把比分定
格在61:46。下半场雷霆继续扩大领先并带着
22分的优势进入最后一节。在末节较量中，雷
霆始终保持两位数的领先，并最终拿下比赛。

本场比赛，威斯布鲁克差点打出“三双”，
他在贡献21分的同时，还送出14次助攻并有9
个篮板。公牛队韦德得到22分，而巴特勒仅得
到可怜的1分。

森林狼队凭借唐斯34分和11个篮板的出
色表现，主场以101:92战胜小牛队。

另外一场比赛，鹈鹕队客场以110:96战胜
尼克斯队。

威少“准三双”
雷霆获连胜

为激发师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丰富
课余生活，增强师生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1
月10日下午，市中兴路小学举办了“迎新春”
师生拔河比赛，全体教师及六年级学生参加
了活动。比赛开始后，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师生以饱满的热情喜迎新春的到来。

（南腊梅 张晓丽 摄）

邢台体育

在当地时间 9日于苏黎世举行的颁奖
仪式上，葡萄牙前锋克·罗纳尔多（C罗）力
压竞争对手梅西和格列兹曼，荣膺国际足
联2016年世界足球先生称号。

2016年对 31岁的C罗可谓梦幻之年，
除一如既往保持高产射手本色外，葡萄牙
球星终于帮助球队斩获诸多荣誉。在葡萄
牙国家队，C罗带领球队去年夏天加冕欧
锦赛冠军，获得葡萄牙历史上首个重大赛
事冠军；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身披 7号队
服的他助力赢下俱乐部历史上的第 11座
欧冠奖杯，并在日本举行的世俱杯决赛上
上演帽子戏法收获冠军。

正是凭借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优异表
现，葡萄牙射手毫无悬念当选世界足球先
生，成为 2016年足坛的最大赢家。“我不会
忘记这不可思议的一年。”C罗在颁奖现场
说。

自去年与《法国足球》杂志分道扬镳、

举办了 6届的国际足联金球奖退出历史舞
台后，国际足联回归年度世界最佳球员的
评选。根据国际足联最新的投票规则，各
国国家队主教练和队长的投票权重
为 50%，球迷在线投票以及全世
界 200 多家媒体的投票占比为
50%。

教练方面，65 岁的意
大利教头拉涅利带领默
默无名的莱斯特城在
英超众豪门围剿中
奇迹夺冠，荣获最
佳男足教练。

德国女足在里约
首次加冕奥运冠军，
功勋主教练奈德摘下
最佳女足教练桂冠，
不过奥运攻进 5 粒进
球的德国中场球员贝

林格遗憾未能加冕世界足球小
姐，这一殊荣由去年当选国际足
联最佳女运动员的美国女足 10
号球员劳埃德意外收获。

最佳进球奖（普斯
卡什奖）由球迷当晚
网络投出，马来西亚
超级联赛球员法伊
兹-苏布里以一记

诡异弧线的任意球
得分，赢得近 60%的
球迷支持，获得该奖

项。

C罗荣膺2016年世界足球先生

2016 年，“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
奖”携手六年后“分家”，再度成为两大
独立的评奖体系，那么这两项国际足坛
最重磅奖项间到底有何异同？

创办于1991年的“世界足球先生”
虽然“名头”更大，但和创办于1956年的

“金球奖”相比还是要“年轻”许多。不
过，由于“金球奖”初衷是表彰最出色的
欧洲球员，直到1995年“金球奖”才将评
选范围扩大到在欧足联成员俱乐部效
力的球员，当年度利比里亚球星维阿成
了第一人，而全球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
都有资格入选则要到 2007 年才开始。
因此，早期的“金球奖”也被称为“欧洲
足球先生”。

2010年两大奖项宣布合并评选“国
际足联金球奖”，在合作了6年后，二者

在 2016 年“分道扬镳”。有意思的是，
“分手”后两大奖项都进行了一些“革
新”，显然希望能更显示该奖项的公平
公正和权威性。

在以往的传统中，“世界足球先生”
是由各成员协会的球队主帅和队长投
票选出的，“金球奖”则由专业足球记者
组成评委团。“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
一度遭到过“更多看名气大小”等诟
病。2016 年“世界足球先生”修改了评
选规则，各成员协会的球队主教练与
队长的投票权占50%，另50%选票则由
国际足联选出的全球超过 200 家媒体
代表和球迷在线投票构成。2016 年

“金球奖”同样修改了评选规则，记者
直接对所有候选人投票，而非以往的
推出三人进行。 均据新华社

“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
王恒志

故事的主人公是刚刚在北京时间10日
凌晨举行的国际足联（FIFA）颁奖典礼上当
选 2016年世界足球先生的葡萄牙人克·罗
纳尔多（C罗）。但在说他之前，我们先回到
十多年前的一次世界足球先生评选。

2001 年 12 月 17 日，FIFA 年度颁奖典
礼在苏黎世举行，当年世界足球先生评选
中获得前三名的分别是菲戈、贝克汉姆和
劳尔。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在后面的近十
年里，有一位来自葡萄牙马德拉岛的小伙，
能依次从这三人手中接过他们的 7 号战
袍。而对于这三位前辈的传承，也几乎囊
括了这位球员迄今为止全部的职业生涯。

2003年，贝克汉姆因为“飞鞋”事件从
曼联远走西班牙，同时也留下了他在“红
魔”的7号球衣。同样是在这一年，年仅18
岁的C罗在一场热身赛中被弗格森相中，
最终老爷子花费 1224万英镑将他从里斯
本竞技带回老特拉福德，并且将队中具
有光荣传统的7号球衣授予了这位青
涩少年。从此，一段崭新的“红魔”
7号传奇故事呼之欲出。

在曼联的六个赛季，C
罗在弗爵爷的调教下飞
速成长，跟随球队获得
联赛“三连冠”，
并 在 2008 年
站上欧洲之
巅 。 同 样
是 在 那 一
年，C罗包
揽世界足球
先 生 和 金 球
奖，成为真正像前辈乔治·贝斯特、坎通纳
以及贝克汉姆等人那样，伟大的“红魔”7号
球员。

也许，如果没有 2009年的那次转会，C
罗会超越上面所有的前辈，成为“红魔”史
上最伟大的那个 7号。但是现实世界里没
有如果，在以创纪录的转会费加盟皇家马
德里之后，C罗开始书写新的传奇。

2010年，功勋队长劳尔离开伯纳乌，C
罗当仁不让的接过了“指环王”留下的 7号
球衣。面对如日中天的巴塞罗那以及自己
一生的劲敌梅西，在经历了最初几个赛季
的惨痛失利后，不服输的C罗带领皇马一
步一步掀翻了巴萨的“统治”。

在效力皇马的不到 7个赛季时间里，C
罗跟随球队获得两次欧冠冠军、一次联赛
冠军。2015年 10月 18日与莱万特的西甲
联赛，C罗打进了自己在皇马的第324粒进
球，正式加冕队史射手王，而他超越的，正
是前辈劳尔。“白衣军团”两代伟大的“7
号”，完成了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传承。

如果说，在2016年以前，C罗的职业生
涯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未能在国家
队层面有所建树。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
举办的欧锦赛上C罗曾离冠军非常接近，
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希腊神话”的上
演。在老大哥菲戈的身旁，当时还被称作

“小小罗”的 C罗悲伤
的哭泣令世人动容。

2006 年菲戈退
出葡萄牙国家队之
后，C罗成为这支球
队 7 号球衣的新主
人。也许是冥冥之
中自有天意，在 2004
年的那一场决赛失利
12年以后，葡萄牙
队再次叩开
了 欧 锦

赛决赛的大门。这一次，他们的对手变成
了东道主，而自己则变成了不被看好的那
一方。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C罗和他
的队友们不可思议地最终夺冠，包括尤西
比奥、菲戈等人在内的葡萄牙数代球星的
夙愿，C罗完成了。

不管是在曼联、皇马还是在国家队，C
罗身披的 7号球衣都承载着非同寻常的意
义。C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自己的勤勉
和上天赐予的天赋，不仅继承了前辈们的
光荣传统，同时也不断去挑战、打破前辈

们的各项纪录。
说到天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有人比较“梅罗”二人时，会说
“梅西胜在天赋、C罗胜在后天勤

奋”，这其实是一句不成立的话，
对于任何一位这样级别的球
员，天赋和后天努力缺一不
可。更何况，能付出超乎常
人的努力，这本身就是一种

最了不起的“天赋”。

7号战袍的故事
肖亚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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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职篮（NBA）当地时间 9日公布了上周
东、西区最佳球员，芝加哥公牛的巴特勒和金
州勇士的库里分别当选。

巴特勒上周带领公牛三战全胜。他场均
得到联盟最高的38.0分，另有9.3个篮板和6.3
次助攻。上周在公牛以118:111击败夏洛特黄
蜂的比赛中，巴特勒砍下 52分，成为 1997年 4
月乔丹之后，第一位在联合中心拿到至少 50
分的公牛球员。

库里上周带领勇士3胜1负。他场均得到
31.8分（西部第三），另有5.5次助攻和4.5个篮
板。这四场比赛中有 3场库里得到了至少 30
分。1月6日勇士以119:128加时不敌灰熊，库
里砍下 40分，这是他本赛季第二次得到至少
40分。他也成为勇士队史上第七位职业生涯
拿到12000分的球员。

（据新华社）

巴特勒、库里当选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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