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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为备战 2019 年男

篮世界杯， 美国篮协主席科兰杰洛

日前宣布了美国男篮的 20 人训练

营名单。 这些球员将于 8 月 5 日至

9日参加训练营。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选拔出

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参加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科兰杰

洛说。

美国队于 2018 年公布了一份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周期的 35 人大

名单。本次训练营中有 14人来自先

前的 35人名单。另外 6名球员分别

是凯尔·库兹马、布鲁克·洛佩兹、保

罗·米尔萨普、 多诺万·米切尔、杰

森·塔图姆和

PJ

·塔克。

这份 20 人名单中的 18 人有

过代表青年或成年国家队出场的

经历，其中 5 名球员曾随队夺得过

世界杯冠军。

安东尼·戴维斯、 安德烈·德

拉蒙德和詹姆斯·哈登曾帮助美

国队夺得 2014 年篮球世界杯的

冠军， 而埃里克·戈登和凯文·乐

福则是 2010 年男篮世界杯冠军

队的成员。

此外， 这批球员中有 5 人曾先

后跟随美国队夺得奥运会金牌。 哈

登、戴维斯和乐福一同夺得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金牌， 而洛瑞和巴恩

斯则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帮助

球队拿到金牌。

作为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

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被分在

E

组， 他们将在上海进行世界杯第一

阶段的小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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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福布斯杂志最近公

布 2019百大运动员收入榜，梅西、

C

罗、费德勒、詹姆斯等各个领域的巨

星依然攻占了前十。但今年的榜单创

下了几个新纪录：一、首次三位足球

运动员包揽三甲，且三人收入都突破

了亿元大关；二、梅西首次登顶，成为

全世界收入最高的运动员。

此外， 榜单上排名第 5 的费德

勒，比赛收入 740 万美元，商业广告

收入 8600 万美元绝对全球第一，比

总收入榜前两位的梅西、C 罗加起

来都多！ 这得感谢优衣库，8600 万

美元中 3000 万美元来自日本服装

品牌， 而且未来 9 年费德勒都将躺

赚 3000万美元。

此外令人瞩目的是，去年高居榜

单第一的拳王梅威瑟 （2.85 亿美

元）今年名落孙山，最直接的原因恐

怕是 2017年他与麦克雷戈一场比赛

的收入就达到 2.75亿美元， 轻轻松

松领先全球，梅威瑟的商业广告收入

仅有 1000万美元。 今年进入前十的

也有一位拳手阿尔瓦雷兹，9200 万

美元薪资（出场费）与 200万美元的

商业价值，同样形成强烈对比。

少了梅威瑟， 去年在榜单排名

第二的梅西上升一位， 成了新的福

布斯运动员收入榜领跑者。 他的前

辈还有舒马赫和伍兹， 这两位大神

在 10-15 年前年收入就已经达到上

亿美元的水平。

梅西的薪资收入雄霸全球体

坛。 9200万美元的年薪构成了他年

收入的 3/4， 也帮助他最终以 1.27

亿美元战胜长期对手 C 罗成为全球

年收入最高的运动员。

NBA

球员依然是榜单主力，和

足球同样在前十占据三席。 不过是

后三席：第 8 詹姆斯，第 9 库里、第

10杜兰特。

可以看到，三位

NBA

球星在商

业价值方面的收入与足球运动员几

乎相差无几， 但薪水只够 C 罗的一

半、甚至梅西的 1/3，可见足球市场

近年来的发展。

不过综合统计百强上榜选手，美

国运动员依然以 62 位占据大半，说

明北美四大联盟以及拳击、高尔夫这

些运动依然运转得相当成功，使得这

些项目的顶尖运动员能享受高收入。

福布斯 2019 百强运动员收入

榜中， 唯一上榜的女运动员是小

威，并列第 63 位，比去年下跌约 10

个位置。

刚刚提到的老虎伍兹， 今年排

到第 11位也可喜可贺。 值得关注的

是，在各种“门” 之后，他商业代言

大大缩水的情况下， 依然每年有

54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福布斯 2019 百大运动员收入榜：

足球运动员揽三甲 梅西首登顶

本报北京电 6 月 11 日消

息， 权威球员身价网站德国转会

市场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球员武

磊身价已经上涨到 1000 万欧元，

武磊再度刷新了中国球员历史身

价的纪录， 并将这个纪录首次升

到八位数欧元。

而在世界范围内，武磊 1000万

欧的身价在全世界排名第 842 位，

西甲排名第 131位， 西班牙人队内

第 5位，1991年球员里第 85位。 在

中国球员中， 武磊身价继续高居榜

首， 身后是 200 万欧的李可和 100

万欧的张玉宁。

美国男篮公布世界杯20人名单

据新华社电 世界排名第一的

美国女足 11 日在世界杯 F 组首轮

小组赛中以 13 比 0 狂胜泰国队，强

势开启卫冕征程， 并且创造了世界

杯历史上的最大分差。 下半场美国

队短短六分钟内打入四球， 彻底击

溃了对手防线。

兰斯奥古斯特德洛纳体育场内

18591 名观众见证了卫冕冠军美国

队这场一边倒的胜利。 无论身体还

是技术，她们均远胜于泰国队。全场

美国队共有 39 脚射门，泰国队则只

有两脚。 人气颇高的美国队前锋摩

根五度破门， 拉韦尔和梅维斯两度

建功，霍兰、拉皮诺、皮尤与劳埃德

均有进账。

开场六分钟后，摩根接到队友头

球后推射空门得手，但因越位在先被

判无效。不过摩根六分钟后就为美国

队打破僵局，奥哈拉右侧传中球落在

两名泰国队防守球员之间，摩根门前

甩头攻门首开纪录。第 20分钟，拉韦

尔带球推进，赶在防守球员封堵前左

脚远射， 泰国队门将乍龙英扑到皮

球，仍未能阻止其钻入网窝。

比赛进行了半小时左右， 通颂

布内切后的远射被美国队门将内赫

尔没收， 这是泰国队整场第一脚射

门。 第 32 分钟，美国队获得禁区线

附近的任意球机会， 希思主罚的任

意球碰到梅维斯的腿部， 落在霍兰

面前，后者爆射破网。

上半场三球领先的美国队进入

下半场后攻势不减， 在她们潮水般

的攻势面前，泰国队防线无力招架。

第 50 分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梅维

斯劲射打在泰国队球员身上折射入

网。 国际足联数据统计显示，此球为

世界杯历史上第 800粒进球。

第 53 分钟，美国队开出任意球

后，摩根门前垫射得手。仅仅一分钟

后， 拉韦尔的射门打在泰国队球员

身上，梅维斯顺势扫射入网。 第 56

分钟，拉韦尔再入一球，美国队六分

钟内轰入四球。

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美国队主

教练埃利斯此后调兵遣将，36 岁老

将劳埃德得到登场机会。 美国女足

毫无收手之意，第 74 分钟，摩根晃

过防守球员后打门完成 “帽子戏

法” 。 美国场上队长拉皮诺在第 79

分钟将比分扩大为 9:0。 进入最后

十分钟，摩根又两度攻门得手，五粒

进球追平了世界杯球员单场进球纪

录，皮尤也晃过门将推射空门。补时

阶段， 劳埃德以一记捅射完成了本

场美国队的疯狂攻势。

终场哨响， 泰国球员留下了伤

心的泪水， 显然她们一时无法接受

这场溃败。

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分差

美国女足13比0狂胜泰国

武磊身价

飙至千万欧元

再度刷新了中国球员历史

身价的纪录

据新华社电 葡萄牙多家媒体

11 日援引意大利媒体的消息称，41

岁的布冯有可能加盟葡超波尔图俱

乐部。

布冯曾为尤文图斯效力 17 个

赛季，取得 9 个意甲冠军和 9 个杯

赛冠军， 期间还曾在 2006 年带领

意大利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2018 年

布冯离开尤文图斯转投法甲巴黎

圣日耳曼， 虽然获得了法甲冠军，

但在欧冠赛场上却遭曼联逆转止

步十六强。

在 38岁的卡西利亚斯意外遭遇

心梗后， 波尔图急需引进一位主力

门将。 葡媒此前曾透露葡超豪门希

望引进皇马替补门将纳瓦斯。 不论

是纳瓦斯还是布冯， 其较高的年薪

可能成为加盟波尔图的一大障碍。

布冯或在波尔图

继续职业生涯

梅西

C罗

费德勒

詹姆斯

美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本报北京电 6 月 12 日， 英超

豪门曼联官方宣布，威尔士国脚、边

锋丹尼尔 - 詹姆斯加盟球队， 双方

签约 5年。

据英国媒体 《天空体育》报

道， 丹尼尔 - 詹姆斯的转会费为

1500 万镑。

对于正式加盟曼联， 丹尼尔 -

詹姆斯表示：“这是我生命中最棒

的一天，也是我一直寻求的挑战。英

超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 对于我来

说， 曼联是我作为球员继续成长的

完美归宿。 ”

“这一刻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都是无比自豪的时刻， 但由于无法

和自己的父亲共享这样的幸福时刻

也令人感到悲伤。 我期待着和索尔

斯克亚共事， 期待见到自己的队

友。 ”

威尔士边锋

加盟曼联

转会费 1500 万签 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