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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在关岛

队、菲律宾队身上取得两连胜后，中国

男足将于明日凌晨 1 点打响又一场世

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的对决， 对手是 A

组倒数第二的马尔代夫队。 鉴于 16 日

凌晨将要与小组第一的叙利亚队交锋，

国足在中马一役中有望使用轮换阵容。

国足主帅李铁此前表示，国足不想

做“算术题”。 然而，在国足连闯两关拿

到 6 分后，其他小组的形势也有微妙变

化， 各种变化对于国足都呈现利好趋

势。黎巴嫩队 2:3 输给土库曼斯坦队，使

中国队在各小组第二名之争中占据更

多优势，只要国足在对马尔代夫一役中

取胜，即使最后一役在叙利亚身上无法

拿分，出线机会也很大。

此前，国足与马尔代夫队交手 5 次

均取得胜绩，目前在国际排名中，中国

队排名第 77 名， 马尔代夫排名第 155

名。 相比起此前的菲律宾队，马尔代夫

队队员基本都是本土球员，是一支亚洲

弱旅。 对于国足后防来说，在马尔代夫

队中，唯一需要盯防的是马尔代夫队长

阿什法克， 他此前患新冠肺炎， 但仅 6

天由阳转阴。 根据 FIFA 规定，赛前当天

核酸检测阴性即可参赛。 由于此前国足

对关岛队和菲律宾队使用同一套主力

阵容， 此役主力队员有望得到轮休机

会，阿兰、蒿俊闵、尹鸿博、韦世豪、张玉

宁等替补队员有望获得首发机会。 若中

国队能在本场比赛中获得更多净胜球，

对于出线前景将有积极影响。

15 岁时曾与蒿俊闵、毛剑卿一同入选国

少队，然而命运多舛，他最终在五人制足球

的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之后入选过

11 人制男足国家少年队、 五人制国家队、沙

滩足球国家队。 1986 年出生的广州仔李健佳

是本期广州草根足球牛人榜的主角，目前效

力征战五超联赛的河北福美队，35 岁的他仍

是五人制足球国家队的国脚。

李健佳小学时就读越秀区丹桂里小学，

7 岁才开始踢球，开始踢球的原因比较有趣，

“小时候视力不佳， 家人想看看运动对恢复

视力有没有帮助，于是把我送去了球场。 ”殊

不知，李健佳从此爱上了足球。“选择了足球

这条路，从小就要离开家，都是集中训练上

课，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踢球很辛苦，作为家

中独子，父母刚开始也不太赞成，他们希望

我好好读书， 但足球已经成为我的爱好，即

使节假日也会提前做完功课，自己拿着球在

巷子里踢。 ”

最初， 李健佳的足球之路十分顺畅，进

了伟伦，一待就是五年，先后师从陈熙荣、杜

庆恩。 15 岁那年，他入选由刘春明执教的国

少队，当时他的队友后来也是赫赫有名的国

脚，包括年少成名的毛剑卿和毛彪、王永珀，

以及目前仍在国足效力的蒿俊闵。 然而命运

似乎对他开了个玩笑，“在国少队的时候，我

们出战芬兰队之前， 在一场友谊赛中受伤

了，腓骨骨折。 ”因为伤病，李健佳不仅告别

了国字号，伤愈之后回归太阳神梯队，也无

法跟上球队的节奏。

正当他陷入迷茫的时候，曾经的恩师杜

庆恩去了五人制足球队广州果五当领队，他

便是这样被带进了五人制足球圈，“球队的

主教练是吴方，他可以说是我在五人制足球

领域的启蒙教练，不仅教我五人制足球应该

怎么踢，最重要的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

深刻，他说五人制足球就是快乐足球，在这

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踢， 尽情发挥自己的天

赋。 ”

李健佳左右脚技术均衡， 攻防意识强，

善于传接球，场上能够有效地带动队友。 从

前在 11 人制足球里，李健佳担任前腰，思路

清晰、前插能力强，在五人制足球领域，他控

球能力强， 是球队的中前场不可或缺的组

成。 尽管如此，他的五人制足球道路仍然充

满惊喜与荆棘。 2005 年，在广州足协的邀请

下， 他代表广州参加第一届全国沙滩足球锦

标赛，没想到一路披荆斩棘拿了冠军以及最

佳射手，随后入选沙足国家队，代表中国拿了

亚洲第四。 2006 年，他效力的果王队面临解

散，“当时感觉自己对足球失去兴趣， 当过几

个月的投资顾问，后来还去了当兵。 ”在军营

里， 他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在球场上度过，“连

队与连队之间每周一场的比赛，战术就是让

我一个人在前场，后面 9 个人防守，只要中场

接球后，我就开始自己来。 ”

通过这样的比赛保持着状态， 李健佳还

没退伍便有球队联系上他， 说广东地区准备

开展五人制足球的联赛。 后来， 他参加了第

一届珠超、第一届粤超，效力过茂名追球、肇

庆立讯、广州果王古广明，其后还参加五甲和

五超，效力过南岭铁狼、珠海名实、宁波德邦

控股、河北福美。 在五人制足球领域，他收获

过粤超联赛、五甲联赛、五超联赛、足协杯、锦

标赛等多个冠军。 2015 年入选五人制足球国

家队，踢了亚锦赛正赛 2 次，预选赛 3 次，亚

室会 1 次，四国邀请赛 8 次。

如今，李健佳效力于河北福美，他希望能

帮助球队夺得五超联赛冠军。 作为五人制足

球国家队的国脚，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梦，那

就是“冲出亚洲”。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明日凌晨对阵马尔代夫队

国足或进行适当轮换

广州草根足球牛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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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蒿俊闵、毛剑卿一同入选国少队

五人制足球国脚李健佳：

梦想冲出亚洲

用实力说话！

谁还能质疑他们？

4年3夺最佳防守球员奖

戈贝尔霸榜防守数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

军）

北京时间昨日， 爵士中锋

鲁迪·戈贝尔捧起本赛季最佳

防守球员奖奖杯。 在投票中，

100 位评委有 84 人将第一选票

给了戈贝尔， 戈贝尔以 464 分

的总分击败本·西蒙斯、德雷蒙

德·格林，4 年内第 3 次夺得最

佳防守球员奖。

获奖后， 戈贝尔在社交平

台表达了内心感想， 他写道：

“感恩一切……感谢质疑者，感

谢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感谢我

的队友们， 以及身边所有每天

都促进我进步的了不起的人

们，我们才刚刚开始。 ”

对于戈贝尔， 外界一直充

满质疑。 譬如他的大合同，专家

和名宿时常以戈贝尔 5 年 2.05

亿美元的续约合同为梗嘲讽

他。 譬如他的防守全能性，很多

人认为戈贝尔离开禁区便失去

威慑力， 在季后赛是很容易被

针对的点。

但数据不会骗人， 戈贝尔

的价值获得最终的肯定。 根据

数据网站统计， 刨除“垃圾”

时间， 当戈贝尔在场， 爵士百

回合失分比他不在场少了 12.7

分之多。 从 2006-2007 赛季以

来， 戈贝尔这一数据排名第 1

位。排在第 2 位的是 2015-2016

赛季的格林， 他这一数据为

11.9 分。

目前在 NBA 比较权威的

4 大防守表现衡量数据体系中，

戈贝尔全部排在排行榜第 1

位。

17分15助攻0失误！

36岁保罗老当益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

军 ）

北京时间昨日，NBA 季后

赛上演太阳队与掘金队的系列

赛第二战， 太阳队在比赛中最

多领先掘金队 31 分，并最终在

主场 123:98 战胜掘金队， 将系

列赛总比分改写为 2:0。

本场比赛， 掘金队球星约

基奇拿到了 24 分、13 篮板和 6

助攻， 但是数据不如他的太阳

队球星、36 岁的保罗却成为赛

后焦点。 本场比赛，保罗收获了

17 分、5 篮板、15 助攻和 0 失误

的数据，他成为太阳队史上第 4

位连续 3 场季后赛送出至少 10

次助攻的球员。此外，他的季后

赛生涯助攻数超越韦斯特，升

至历史第 14 位。

“我知道这场比赛多么重

要，上个系列赛，当我们去洛杉

矶（

对阵湖人队

）的时候，我们

是大比分 1:1。 我们只想保住主

场优势，拿到胜利。 ”谈到用助

攻统治比赛时， 保罗说：“就是

阅读比赛，找到空位的队友，选

择自己的位置， 我们这支球队

很棒，我们有投手。 ”

截至目前， 本次系列赛的

前两场比赛中，保罗送出 24 次

助攻， 仅出现 1 次失误。 据统

计， 这是保罗季后赛生涯第 3

次单场打出至少 15 分、15 助攻

且 0 失误的比赛，而自 1984 年

以来其余人合计 2 次，仅“魔术

师” 约翰逊和杰森·基德打出

过。

赛后，掘金主教练迈克尔·

马龙进行了复盘， 谈到球队对

于保罗的防守时， 马龙说：“克

里斯·保罗没有感受到我们的

防守存在， 我们没有以任何方

式影响到他。 我们很多球员打

得很糟糕，我的意思是，这是季

后赛，你能靠一对一单防吗？ ”

在五人

制 足 球 领

域， 征战多

年的李健佳

获得了很多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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