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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凌
晨，2021年斯诺克大师赛的首轮比赛中，中
国选手丁俊晖在5：3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连
扳三局，以5：6不敌现世界排名第三、七届赛
事冠军“火箭”奥沙利文，无缘八强，遭遇对阵
“火箭”的四连败。奥沙利文将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对阵希金斯。
此役，面对老对手奥沙利文，丁俊晖较快

地进入状态，先后打出单杆83分、75分和73
分，连赢三局以3：0领先。此后，两位选手合
力多次打出单杆破百，丁俊晖在第6局和第8
局分别打出单杆129分和128分，以5：3率
先获得赛点。第9局，丁俊晖本来有机会赢
下，因长台打丢袋口的红球，将机会拱手相
让，奥沙利文随即抓住机会扳回一局，这也成
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第10局，受上一局的
影响，丁俊晖心态明显出现变化，连续送出低
级失误，奥沙利文抓住机会再赢一局，将比分
扳成5平，把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奥沙
利文先是得到34分，此后又抓住丁俊晖的一
次进攻失误，打出单杆73分，赢下制胜一局。
赛后，丁俊晖表示：“像打了一场练习赛，

感觉不到任何压力。我有很多赢下比赛的好
机会，但都未能把握住。”丁俊晖认为自己把
比赛想得太复杂，“为了赢下比赛，我应该打
得简单些，拿分就好。在进攻选择上也出现
了问题。”另一场比赛，希金斯以6：5战胜马
克·艾伦，晋级八强。

本报诸暨1月14日电（记者 苏娅辉）15
日15时半，天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寂寞大
神”弗雷戴特和邓蒙领衔的上海队。在保证
外线攻击力的同时，做好防守成为重中之重。
去年12月19日，双方本赛季首回合较

量中，天津队大获全胜，对弗雷戴特防守到位
仅让他得到18分。那场失利过后，上海队表
现神勇，一路奏凯，包括掀翻广东队和新疆
队。主教练刘铁表示：“无论对谁，我们争胜
的决心都不会改变，要精心准备，战术上仔细
研究对手，会进一步加强对上海队外援的防
守。”加强防守的同时，保证自身命中率更是
关键。近日的训练中，强化投篮一直是重
点。上一场对阵同曦，在内线处于劣势的情
况下，良好的手感是天津队获胜的关键。
结束考试归队的何思雨近来状态出色，

三分球手感火热。“一方面是考试结束了，心
里踏实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另一
方面是回到学校，也和大学的教练、同学聊了
聊，对于心理是一种缓解。对阵上海，还是从
防守做起，对方有两位强力外援。投篮发挥
有时候看状态，但防守可以从始至终去做，要
认真贯彻教练战术意图做好防守。”大外援托
多罗维奇因伤缺阵，国内球员要肩负起更多
责任。何思雨表示：“压力也是动力，肩上担
子重了，担当也会更多，会更仔细去准备。在
场上做好自己，集中精力从防守做起，进攻上
出现机会敢于果断出手。”
晚场训练临近结束时，主教练刘铁开始

特训1999年出生的张云梦和2001年出生的
李林风。作为球队重点培养对象，两位小将
要随时做好上场准备。膝伤仍处于恢复中的
李荣培一直随队训练，增强力量、减重成为他
近期的重点。教练组为他安排了加重计划和
膳食搭配，加上他的自律，成效显著，减重已
接近5公斤。腿部戴着支具保护的谷泽浴看
到队友们练得起劲，心痒痒恨不得赶紧上场，
下午力量训练时，谷泽浴同样参与其中。他
说：“腿伤了可以练上肢力量，反正不能闲着，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早日重返赛场，所以要时
刻做好准备。”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传出消息，已经
获得澳网外卡的大满贯冠军穆雷感染新冠病
毒，目前在家接受隔离，能否赶上澳网成为未知
数。而美国球员桑德伦格新冠检测复阳，却在
澳网赛事总监帮助下登上了澳网包机。

穆雷从去年10月就一直高挂免战牌，他
原计划在上周的德尔雷海滩公开赛上复出，
但获得澳网外卡后退出了，他希望能全力备
战澳网。此番不幸中招，有猜测是在汉普顿
国家网球中心被感染，因为上周这里出现轻
微疫情传播，而穆雷今年基本上都在此训
练。据悉，穆雷健康状况良好，身体没有大
碍，只有轻微症状，目前在家中接受隔离。按
照原计划，他本来决定在本周飞往澳大利亚，
完成为期两周的隔离，2月8日迎来本赛季首

项大满贯赛事。但感染新冠打乱了他的参赛
计划，能否按时正常出战澳网成疑。
去年11月感恩节期间，美国球员桑德格

伦的新冠检测呈阳性，本周再次检测复阳。
按照防疫规定，他应该立即接受隔离，但他却
出现在了从洛杉矶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
他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登机经历，并透露
是在澳网赛事总监泰利的帮助下成行的，同
时强调自己是健康的。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在
一份声明中已经指出，一些从新冠中恢复过
来并且看起来似乎没有传染性的人，依然有
可能在几个月内继续传染病毒。“维多利亚州
政府的公关卫生专家，会根据其他额外的详
细记录，对每个病例进行评估，以确保这些病
例在办理包机登机手续前不具有传染性。”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中国足协公布
了新一期国家队集训27人名单，集训时间1
月22日至2月10日，地点在位于海口观澜湖
的南方训练基地。北京国安成为国脚输送第
一大户。
中国队本期集训名单：守门员颜骏凌、曾

诚、董春雨、刘殿座；后卫李磊、王刚、于洋、于大
宝、王燊超、梅方、郑铮、明天、唐淼、李昂；中场
蒿俊闵、池忠国、张稀哲、金敬道、吴曦、徐新、尹
鸿博、吴兴涵；前锋艾克森、阿兰、张玉宁、韦世
豪、谭龙。入籍队员洛国富没有出现在大名单
中，是因为他的状态暂时达不到李铁的要求；费

南多本周才回到上海，需要接受隔离观察，无法
赶上完整集训。身在英国的李可和蒋光太因
为疫情缘故，仍不知归期。

上赛季亚冠联赛，国安5胜1平战绩锁
定小组头名，历史性打进8强，是4支参赛的
中超球队中成绩最好的。因此国安后防线除
外援金玟哉，左后卫李磊、中卫于洋、于大宝、
右后卫王刚完整“移植”到国家队，亚冠赛场
上表现不俗的中场池忠国、张稀哲以及前锋
张玉宁入选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再算上
2020赛季租借的阿兰，国安多达8名队员参
加集训，从这一点上分析，李铁相当重视队员

状态和国际比赛表现。
中国队阵容组成肯定是动态的，不参加

本期集训不代表今后就无缘中国队。不同时
期根据40多人大名单上队员身体状态和对
手情况，李铁会征调不同特点的队员，例如因
伤缺席本期集训的张琳芃，他仍是中国队的
重要成员。
40强赛再燃战火，中国队先遇到马尔代

夫和关岛两支队伍。本期集训名单的另一个
特点是大多数队员的进攻能力在上赛季都有
所展示，李铁在20天集训期内指挥队伍练些
什么，也有了一个大致答案。

据新华社电在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对于疫情是否影响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国家
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回应称，保障好冬奥会，最关
键的就是落实好常态化冬季的疫情防控措施。

王斌表示：“总体来看，尽管目前国内在不同地方有一些
散发的疫情，但从全国来看，总体的疫情防控形势是好的。
2020年第四季度的时候，中国先后举办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场地预认证活动和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来华访问相关
工作。这些工作为做好冬季赛事的准备和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王斌说，保障好冬奥会，最关键的就是落实好常态化冬季
的疫情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电英国短道速滑队日前宣布，由于担心新冠疫
情带来的旅行限制会造成队伍受困波兰，他们决定放弃参加
22日开赛的2021短道速滑欧洲锦标赛。

短道速滑欧锦赛将于22日至24日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
格但斯克举行。名将克里斯蒂领衔的英国队本打算17日出
发，而且全队都已经接受过一轮新冠病毒检测。然而，新冠疫
情造成的出行混乱让他们很难找到可行的往返路线。
“我们为了让队伍能够前往波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进行研究，但是极其有限的航班和不断变化的国际旅行规
定以及医疗方针让这变得异常艰难。”英国滑冰协会发布公告
称。他们认为，即便队伍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波兰，也很有可
能在比赛过后困在那里，于是决定放弃参赛。

曾10次摘得欧锦赛金牌的克里斯蒂表示，队员们得知这
一消息都很沮丧。“每个人都训练得非常刻苦，队伍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这位30岁的冬奥会“三朝元老”还表示，出行方面
的困扰对于他们备战世锦赛也会有重大影响。

国际滑联公布的2020—2021赛季短道速滑赛程上，近
两个月的世界杯赛事已全部取消。3月5日于荷兰多德雷赫
特开赛的世锦赛仍然在列。

2020年底，中国足协的一纸文件开启了
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大潮。足协在
近日发布公告称，超过80%俱乐部申报的中
性名称符合相关文件要求。而随着足协设定
的2月28日注册截止日“大限”越来越近，俱
乐部的更名问题正在被放置在聚光灯下。

近两天，广州恒大更名完成工商备案，围
绕山东鲁能更名的“泰山保卫战”一度登上热
搜，上海上港拟更名“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和
河南建业等老牌俱乐部的更名悬而未决……
这都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场“泰山保卫战”折射了什么？俱乐部找
个新名字到底难在哪？俱乐部更名究竟会对中国
职业足球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值得深思。

“泰山保卫战”始末

13日，山东鲁能俱乐部发布公告称，经
中国足协审核，“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
限公司”符合《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
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要求，同意使用，
给这场一波三折的“泰山保卫战”画上句号。

此前，山东鲁能拟更名为“山东泰山”。
11日，山东鲁能发布公告称，因相关原因，俱
乐部首次提交的中性名更名未能通过中国足
协审核。

据了解，公告中提到的“相关原因”，即鲁
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旅持有“山东泰山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不符合中国足协对
于各级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要求。

正当不少人为山东鲁能无法使用“泰山”
的名字而感到遗憾时，一天之后峰回路转：
“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济南
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鲁能俱乐部随即再

次申报，并获得足协通过。

“泰山”为何如此稀缺？

足球界大都认同，对于山东鲁能来说，
“泰山”是更名的首选。

泰山被誉为“五岳独尊”，是山东的重要
标志。鲁能全队经常以登泰山的形式表达勇
攀高峰的决心。在其主场看台上，也有“信仰
唯泰山”的条幅。
以“泰山”为名，对鲁能也是一种回

归——1993年，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成立，
此后几次更换东家，“泰山”二字始终没有消
失，很多老球迷一直称球队为“泰山队”。
因此，保住“泰山”对山东足球和中国足

球来说都是幸事。鲁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
旅的快速果断反应，也彰显了其格局与情怀。
然而，并非所有俱乐部的更名都像“泰

山”一样获得认可。
此前河南建业拟更名为“洛阳龙门”引发

争议，俱乐部决定撤回重新申报；上海上港更
名“上海海港”也被不少人吐槽“改了好像跟
没改一样”。
对于俱乐部来说，找到一个代表地域文

化、彰显特色的名号似乎并非难事，但能被各
界广泛认同却着实不易。特别是对一些老牌
俱乐部来说，原来的名号几乎已经刻在了俱
乐部的骨子里，例如“国安”“建业”等名称，原
本是企业名，经过时间沉淀，早已变成俱乐部
本身的文化符号。
面对这样的情况，主管机构一方面要维

护规则的统一和公平，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文
化的延续和球迷的感情，未免陷入两难。
这正是“泰山”如此稀缺的原因之一。

俱乐部更名到底改变了什么？

俱乐部名称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中国足球文化就孕育在这些名字中，而这些
名字也为中国足球文化设定了“初始值”。

体育产业专家、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说，
足协“用心良苦”希望俱乐部名称能与地方文化
更有机结合，并实现与体育内在精神实质的融
合。此外，也希望企业能创造性地把企业文化
与体育文化相结合，以更“高级”的形式展示。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认
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过程中，要有适当的引
导，给予足够时间。
“给俱乐部一定时间酝酿中性化名称，真

正的‘百年俱乐部’就不会由于投资方变化而
名字变来变去，从而有机会在文化建设上有
更强的地域归属感，在建立城市名片过程中
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张庆说。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俱乐部名称是一
种无形资产。山东公孚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加
华认为，俱乐部名字中性化之后，可以用球场
冠名、胸前广告冠名，不过短时间内来看，这
种无形资产与投资人的品牌关联弱化后，投
资人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业务研究委员会副
主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郑建军说，从法律及商业角度考虑，俱乐部名
称属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因此，
“强制更名”或有扭曲市场之虞。

“更名后对股东的投资热情肯定会有所
打击。目前大多数投资人还是抱有投机心
态，中性名称直接挤压了投机空间。”前鲁能
俱乐部管理层徐兴君说。

专家认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少俱乐部
的投资人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为了保护投资
者的积极性，帮助职业足球市场在寒冬中实
现“软着陆”，建议主管机构在审核更名时，在
刚性的要求之外，适当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
俱乐部一个“缓冲期”。

业内认为，更名后短期内，俱乐部对现有
股东营销价值会有所削弱。但长期来看，名
称中性化之后的俱乐部“排他性”减弱，“包容
性”增强，更有利于多渠道立体开发营销资
源，重构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张庆说，原来俱乐部的商业模式是
“B2B”，中性化之后“转移支付”很难维系，俱
乐部将静下心来培养球迷组织、球迷文化，与
球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体育文化产品供给上还有很大

空间，C端的消费土壤需要持续耕耘，也有赖
于联盟顶层设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有很
广阔的空间。”他说。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东部时间13日晚，2021年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结束了资格赛的争夺，16
名选手获得了进入澳网正赛的资格。

遗憾的是，随着中国“金花”袁悦和逯佳
境在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败北，参与资格赛
的中国选手全部出局，与澳网正赛擦肩而过。

作为四大满贯“揭幕战”的澳网是亚太地
区唯一的大满贯赛事。澳大利亚与中国时差
少，每年的比赛又往往赶上春节假期，所以澳
网一直受到中国网球迷的关注和喜爱。

更重要的是，从李娜拿下亚洲选手澳网
首冠，到王蔷在除夕之夜鏖战三盘击败小威，

中国“金花”们在澳网赛场上贡献了不少被球
迷所津津乐道的“名场面”，中国女队在澳网
收获的大满贯冠军最多，墨尔本公园堪称“金
花”的福地。因此，每年中国军团在澳网的亮
相备受关注。从今年已知的情况来看，还是
有参赛经验的“老面孔”居多。
根据澳大利亚网协此前发布的信息，张

帅将继续搭档澳本土老将斯托瑟出战女双。
两人曾夺得2019年澳网女双冠军，此次再度
携手能否重现辉煌值得期待。
王蔷、郑赛赛、朱琳和王雅繁凭借其世界

排名也拿到了今年正赛资格。王蔷在去年澳

网赛场上击败小威挺进十六强，刷新了赛会
个人最好成绩。换了新教练的她此前也表示
将调整到最好状态，争取打好澳网。朱琳、郑
赛赛和王雅繁的大满贯战绩基本都止步于第
二轮，如果能在今年的澳网赛场上再进一步，
也将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突破。

今年凭借亚太外卡跻身澳网正赛的小将王
曦雨，近几年开始进入成人赛场。她此前在青少
年赛事中的成绩可谓相当亮眼，曾获得2018年
美网青少年组比赛女单冠军，还进入了同年澳网
青少年组女单八强，温网青少年组女单半决赛。
如果今年在正赛中能闯过首轮，将是中国“00后”
选手在大满贯单打赛场上的一大突破。

由于张之臻、李喆都遗憾止步资格赛第
二轮，今年澳网男单正赛将没有中国男选手
的身影。 据新华社电

澳网期待中国新力量

国家卫健委回应

疫情是否影响北京冬奥会
选人标准：不看名气 只看状态

新一期国家队集训名单公布

“泰山保卫战”背后：

俱乐部更名到底改变了什么？

穆雷感染新冠 出战澳网成疑

担心受困波兰

英短道速滑队退出欧锦赛

据新华社电 上赛季豪夺“五冠王”的德甲拜仁慕尼黑队
13日在德国杯卫冕之路上遭遇打击。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
被“绝平”后，拜仁点球大战不敌德乙荷尔斯泰因基尔队，无缘
晋级第三轮。

本场比赛的失利也是拜仁慕尼黑自2004年以来，首次在
德国杯中被低级别球队淘汰。

在常规比赛时间内，客场作战的拜仁两度取得领先但两
度被对手顽强扳平。格纳布里第14分钟门前补射为拜仁首
开记录。第37分钟，巴特尔斯接队友后场送出的长传球，突
入禁区冷静低射，帮助主队扳平比分。

易边再战后，萨内主罚直接任意球破门，拜仁再度取得领
先。2：1的比分一直被保持到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主
队后卫瓦尔在禁区内头球破门，充满韧性的荷尔斯泰因基尔
队再次扳平比分。

加时赛中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前五轮，双方
全部罚进。第六轮中，拜仁球员罗卡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
为荷尔斯泰因基尔队打入首球的巴特尔斯则轻松骗过诺伊尔
将球打进。最终，荷尔斯泰因基尔点球大战6：5胜出，晋级下
一轮。

据新华社电凭借伊卡尔迪和内马尔的进球，巴黎圣日耳
曼在13日晚进行的法国超级杯决赛中2:1击败宿敌马赛队，
连续第八次获得该项赛事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大巴黎”新任主帅波切蒂诺个
人执教生涯的首个冠军头衔。这位阿根廷人2009年从西
班牙人俱乐部开启教练生涯，随后又先后执教英超南安
普敦与托特纳姆热刺两家俱乐部，在带队的500多场比
赛里还从未获得过任何一项赛事冠军。2015 年和 2019
年，他带领热刺分别打进联赛杯决赛及欧冠决赛，但均未
能夺冠。
“来到球队才10天，这也仅仅只是我带队的第3场比赛，

就碰上了我们最重要的对手，还是在一场决赛里，胜利是最重
要的。”波切蒂诺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仅仅只是开始，我
相信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我们能更加了解，取得更大的进步，
因为这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队伍。”

第39分钟，伊卡尔迪接迪玛利亚传中头球攻门被扑，随后
补射得手为“大巴黎”取得领先。第85分钟，伊卡尔迪造点，伤愈
复出的内马尔点射破门为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第89分钟，托
万助攻帕耶为马赛扳回一球，比分最终锁定为2：1。
“尽管输掉了比赛，但我们踢得很不错。不太幸运的是，

在比赛最后时刻我们送给了对手一粒点球，这让比赛变得很
困难。”托万说。

两支球队都将在周末回到联赛的争夺，“大巴黎”客场对
阵昂热，马赛则将在主场迎战尼姆。

“大巴黎”击败马赛

获得法国超级杯冠军

点球大战不敌德乙球队

德国杯拜仁爆冷出局

天津男篮今战上海

丁俊晖无缘大师赛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