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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不回家过年 春节放假两天半

“天女”全力备战十四运预赛
艾克森回归中锋位置 梅开二度找到进球感觉

国足热身赛5:1轻取华夏幸福

遭遇成长阵痛 收获未来希望

天津男篮坚定目标寻求突破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同在海口集训
的中国队和河北华夏幸福进行了一场教学
赛。比赛下午4点开始，上半场中国队连入4
球，下半场更换阵容后再进一球，最终5:1获
得胜利。此役，艾克森回归中锋位置连入两
球，一扫他踢边锋时的低迷。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门将刘殿座；四名
后卫从右到左分别是王刚、李昂、于大宝、李
磊；中场张稀哲、徐新、尹鸿博、吴兴涵；前锋
艾克森、张玉宁。阿兰没有出现在比赛名单
中。华夏幸福的阵型同样为442，守门员池
文一；四名后卫陈运华、任航、潘喜明、丁海
峰；中场王秋明、冯刚、罗森文、崔麟；前锋罗
石鹏、高华泽。

这场比赛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新老两支
中国队较量的色彩，因为华夏幸福阵容里的多
名队员曾是国脚，罗森文、高华泽也分别入选过
1993级国青、1997级国青。华夏幸福对本场
比赛比较重视，排出了目前能够排出的最强阵
容。1月30日，华夏幸福与长春亚泰进行过一
场热身赛，亚泰外援索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

入球，最终华夏幸福0：1告负，在主帅没到位的
情况下，队伍的问题比较多。

昨天下午的热身赛中，上半场艾克森攻入
两球，其中包括一记直接任意球，尹鸿博和张稀
哲各自打入一球，为华夏幸福打入一球的是中
场球员冯刚。下半场比赛，两队在阵容上都做
了大幅调整，来自北京国安的中卫于洋再入一
球，最终锁定比赛胜利。出于稳妥考虑，中国队
官方没有公布有关比赛的更多细节。

本场比赛中国队两名队员值得特别关
注，首先是艾克森，他不再更多地担任扯
动、传球任务，李铁发挥他门前嗅觉灵敏和
把握机会能力强的特点，这场比赛也许就
是艾克森找回昔日进球状态的起点。另一
名队员是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张稀哲，从
首发名单来看，李铁对“中超德布劳内”是
非常信任的，让他担任中场组织核心，张稀
哲经受住了考验。

9日下午，中国队将再战一场，对手是中
超“升班马”长春亚泰，这个安排是模拟40强
赛第二循环中国队所在小组的赛事节奏。

本报讯（记者申炜）当地时间2月4
日，推迟举行的2020年世俱杯在卡塔尔
多哈开幕。中北美洲冠军墨西哥老虎和
非洲冠军阿赫利分别击败亚洲冠军蔚山
现代和卡塔尔冠军杜海勒，晋级半决
赛。这样，参加本届世俱杯赛的两支亚
洲球队全部出局。

受疫情影响，原计划于去年12月进行
的2020年世俱杯赛推迟到今年2月举行。
开赛前，大洋洲冠军奥克兰城队无法前往卡
塔尔，国际足联不得不宣布卡塔尔冠军杜海
勒直接晋级了第二轮比赛。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足联允许每场比赛球迷可以入场，不过
上座率最多为球场容量的30%。

揭幕战的比赛中，蔚山现代对阵墨
西哥老虎。第25分钟，蔚山现代获得角
球机会，曾经效力于上海申花的金基熙
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比分落
后的情况下，墨西哥老虎并没有慌乱，前
法国国脚吉尼亚克随后打入两球，帮助
球队最终2：1逆转比赛。赛后，吉尼亚
克无可争议地当选比赛最佳球员。

另外一场比赛中，卡塔尔冠军杜海勒遭
遇非洲冠军阿赫利。尽管杜海勒获得了当
地球迷的支持，但9次夺得非洲冠军、6次参
加世俱杯的阿赫利更有经验。比赛进行到
第30分钟，埃及国脚沙哈特打入一粒进
球，最终帮助阿赫利1：0战胜东道主。

两场比赛结束后，半决赛对阵形势
也变的明朗起来。其中欧冠冠军拜仁慕
尼黑将对阵阿赫利；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帕尔梅拉斯则对阵墨西哥老虎。两支亚
洲球队尽管享有天时地利的优势，但依
然双双出局，也说明了亚洲足球目前在
世界足坛的竞争力。

明天15：30时，天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
北京首钢男篮。至此，本赛季CBA联赛第二
阶段从第13轮到第39轮共计27轮比赛将
落下帷幕。一路走来，天津队虽然是胜少负
多，但本土球员的进步有目共睹。如果不是
五号位和一号位一直缺人、外援出场率太低、
伤病潮集中来袭、轮转严重受限上用人捉襟
见肘，球队的处境都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
球队能有一个灵魂人物，能够在关键时刻终
结比赛，球队的胜率也会比此刻高很多。然
而，疫情形势下外援入境受限，在国内引援上
需要考虑成本时，球队只能立足于现有球员
挖潜。

成长需要时间，而时间成本其实又是最
昂贵、最熬人的，要沉得住气、耐下性子去等
待。在职业联赛通常追求“立竿见影”的大背
景下，当豪门俱乐部大手笔地砸钱买人时，立
足于培养本土球员的天津队当时当下的日子
自然是不好过的。只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时
间，势必将看到希望和收获。毕竟，从复赛至
今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已经大不一样。第三
阶段将于3月下旬开赛，有了休赛期的休整
强化，伤病情况逐渐好转，再加之阵容的齐
整，天津男篮的状况将有所好转。从某种程
度上说，目前球队依然处于“量的积累”阶
段。球队若能引入理想的大中锋，再保证合
适的小外援，在人员培养上选拔年轻、能练、
肯练的球员，相信球队会迎来质的飞跃。

伤病困扰用人捉襟见肘
李荣培、潘宁、栾晓君三人去年夏天接受

手术治疗，至今依然未能重返赛场。以李荣培
目前的恢复来看，乐观地讲，第三阶段有望登
场，而另外两位基本上本赛季无望。本赛季比
赛中，史仪手掌骨折、谷泽浴被对手犯规倒地伤
到腿、田野臀部起了巨大的火疖子行动受限、托

多罗维奇被对手垫脚导致
膝盖扭伤、爱德华兹封盖落
地时撞到篮架伤及膝盖。

赛季中受伤也是正常
现象，高强度、高密度，激
烈对抗，特别是轮转人员
本来就少，不像豪门广东
队可以达到“五上五下”的
轮转，没有缓冲的情况下
受伤在所难免。目前在赛
区，各队也经常在比赛中
出现伤病减员，这些都是
不可控因素。以天津队为
例，训练保持全勤的何思

雨、金鑫、孟子凯等人，不仅没有受伤，而且逐
渐成长为队中的主力队员。包括本赛季选秀
球员林庭谦，保质保量认真训练，已在新秀赛
季脱颖而出。

疫情影响引援受限
大外援托多罗维奇一直打打停停，也无

法保证系统训练，两个阶段出场率只有一
半。在CBA依然是“抱外援大腿”的大趋势
下，他这种情况几乎让天津队无法借上力。
当一名主力球员每场上不上场都成为未知数
时，难道不是个大问题吗？更难受的是，天津
队还因此失去了全华班的待遇，不得不与对
手外援四节四人次甚至五人次抗衡，极大消
耗精力和体能。而在他的打与不打之间，球
队的战术部署也在不断变化调整。
受外国人入境限制，天津队所选的小外

援在已经拿到邀请函准备办理相关手续的情
况下，最终无法入境。无奈之下，天津队选择
了活跃在中国野球场上的爱德华兹和特罗特
三世。爱德华兹好不容易有了起色，却突然
受伤。特罗特三世态度积极认真，但尚未完
全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目前各队的小外
援，比如北控的约瑟夫·杨，上海的弗雷戴特、
邓蒙，青岛的亚当斯，吉林的琼斯，四川的亨
特等，都属于超级外援。显然，天津队的小外
援完全达不到这个层面。
再说国内引援，在其他队大张旗鼓地招

兵买马时，天津队却按兵不动，只是通过选秀
摘了林庭谦和段丰伟。本赛季，天津俱乐部
在球员投入上是全联盟花钱第二少的，第一
是广厦队。广厦将高薪球员都卖了出去，留
下青训的可用之人。天津队这样做，考虑资
金成本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培

养打造本土球员，为天津男篮的未来长远考
虑。培养自然是应该的，但短期内最多只能
看到进步，却难以演化为胜利。职业联赛通
常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些花大钱引援
的，自然是见了成效。而天津队没有这份高
投入，不能立即看到高回报也在情理之中。

成长需要时间要耐住性子
成长需要时间，比如金鑫、孟子凯等人，

基本都是这三个赛季以来逐渐成长为主力
的，这些都需要实战的锻炼，是赛场上一分钟
一分钟积累起来的。时至今日，他们经历了
并依然在经历状态的起起伏伏，还无法称之
为成熟的球员。比如关键球处理上还显得稚
嫩，负于吉林、福建、山西的比赛都出现这一
问题。包括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这也是失
利的重要原因。年轻、经验不足、无法把控自
己的心态，直接导致压力过大、动作变形、判
断失误等问题。比如本赛季出现用人荒，不
得不起用“01后”后卫李林风。他首秀上场
两分钟3次失误，对阵山西高达5次失误，球
队好不容易缩小的分差，瞬间又被拉开。这
就是成长的代价，也是培养的成本。但在职
业赛场上，教练员都是合同制，各方是否有耐
心给教练员足够时间去培养？

天津队的进步有目共睹，这是全联盟的共
识。球队逆转战胜过排名相当的同曦队、福建
队，也击败过吉林队、广厦队、上海队、四川队这
些目前排名靠前的球队。在人员相对齐整时，
天津队赢过球。在人员不整时，同样赢过。而
且，不论胜负，球队的拼劲、韧劲一直都在。数
据显示，天津队抢断全联盟第三，足以说明球员
在场上的积极性；三分球命中数排名第五、罚篮
命中率第九，都体现了准度；助攻排名第八，分
享球很好。团队篮球理念，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天津队正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无论球队处于多么困难的境地，教练从
未埋怨过球员，也从未推卸过责任，队伍更没
有散，每一次都是咬牙坚持着。这样的凝聚
力是怎么来的？是大家这样练、这样努力看
到了希望，有努力的方向和坚持的勇气。训
练中，主教练亲力亲为，亲自捡球喂球，做示
范动作。连场地工作人员都说，“天津队是真
认真啊！教练太敬业了！”如今，主教练刘铁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步工作。进攻、防守、
篮板、体能等等，笔记本上计划安排写得满满
当当。“技术不精导致心态失衡，体能不足导
致防守不够，调整提高都需要时间。”

本报记者苏娅辉
（本报诸暨2月5日电）

本报讯（记者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排球项目预赛将于4
月举行。天津女排目前已进行一个多月的训练，全力备战十
四运预赛。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表示，通过近期的训练，队
员在技术上都有提升，“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全队主要以单项
技术训练为主，虽然我们夺得上赛季的联赛冠军，但球队也暴
露出很多问题，我们也是利用这段时间的训练去抓紧解决，防
守环节也是训练的一个重点。从上赛季联赛的比赛看，队员
的防守起球率、脚下移动都需提高，我们也进行了防重球和防
吊球的训练。此外，在进攻线路、扣球高度、拦网、发球等环节
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的具体比赛时间、地
点和赛制虽然还没有确定，但自从上赛季女排联赛结束
后，天津女排已开始备战本次全运会预赛。王宝泉坦言过
完春节后，全队将进入技战术磨合的备战训练阶段，“之前
全队以单项技术训练为主，过完春节后，训练将以技战术
磨合为主，加强进攻、拦网、防守的配合，尤其是在接应和
自由人这两个位置上还需进一步与阵容去磨合。全运会
预赛最终的12人参赛名单到时会根据队员的状态和比赛
的具体要求而定。”

天津女排队员将在封闭的训练基地内一起过春节，王宝
泉透露全队春节期间将放假两天半，“除夕全队上午训练，下
午放假，正月初一和初二放假，初三恢复正常训练。虽然不能
回家过年，但队员也能通过网络视频与家人聊天，除夕晚上全
队将组织联欢会，给队员赠送一些小礼物，让队员们能开心地
过完春节。”家在黑龙江的王艺竹则表示：“这是我首次在外过
年，除夕当天全队会进行联欢会，我和陈馨彤、孟子旋以及主
持人还会表演一段群口相声。”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澳网官方昨天发文称：所有接受核
酸检测的相关球员、赛事官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检测结果全部
为阴性。澳网总监确认，正赛8日照常开打。抽签结果揭晓，
男单德约科维奇和蒂姆被分在上半区，下半区由纳达尔和梅
德韦杰夫坐镇。女单小威与哈勒普、新科法网冠军斯瓦泰克
同在一个1/4区。中国队5人处在四个不同1/4区，“津花”王
蔷和张帅分列30、31号种子。

女单签表中 5位中国选手有 2人锁定种子席位，30
号种子王蔷在 3/4 区，首轮迎战资格赛选手、前法网亚
军埃拉尼。31 号种子、前赛会八强张帅在 4/4 区，首轮
将迎战美国选手李安。王雅繁在 2/4 区，首轮对阵克罗
地亚人维季奇。1/4 区，郑赛赛首轮对阵捷克的克莱吉
科娃，朱琳对阵美国资格赛选手奥西格威。女单前 8号
种子对位情况为：世界第一巴蒂VS卡·普利斯科娃、卫
冕冠军肯宁VS乌克兰名将斯维托丽娜、安德莱斯库VS
大坂直美、哈勒普VS萨巴伦卡。小威、斯瓦泰克、哈勒
普同在一个1/4区。

男单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在1/4区，与其对位的大种
子是德国名将小兹维列夫，两人刚刚在ATP杯中交手，小
德决胜盘险胜，同区还有三届大满贯冠军瓦林卡。蒂姆与
阿根廷的施瓦茨曼在2/4区中对位。下半区纳达尔和梅德
韦杰夫镇守。梅德韦杰夫和ATP杯的队友卢布列夫力图
在3/4区中会师，因伤缺席ATP杯的纳达尔可能遭遇西西
帕斯。

本报讯（记者 梁斌）日前，天津女排功勋冠军队员李
珊、殷娜和王茜走进河西区挂甲寺街道龙都花园社区，慰
问社区一线党群工作者、社区居民，并为大家送来新春祝
福。本次天津女排社区公益行河西区龙都花园站活动由
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天津市排球运动协会和中共河
西区挂甲寺街道工作委员会主办，意在深入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送基层”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倡
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天津女排球迷和小朋友，王茜和
殷娜先后向参加活动的党员和群众讲述“国家荣誉——中
国女排精神展”的相关内容和与排球相关的知识。天津女
排为参加本次活动的群众准备了精美小礼品，获得小礼品
的方式是排球知识竞答，而题目答案都来自王茜和殷娜的
讲解内容。讲解过后，十余名小朋友在王茜和殷娜的指引
下，进行排球基础动作练习。随后，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
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李珊主持排球知识竞答环节。活动
最后，李珊、殷娜、王茜与河西区挂甲寺街道龙都花园社区
党员、群众代表进行互动，写春联、送福字，并赠送天津女
排文化衍生品。

澳网将如期开赛 抽签结果揭晓

“津花”王蔷张帅位列种子

天津女排社区公益行走进河西

世俱杯揭幕
亚洲球队全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