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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官微发文祝福

21岁的“妹妹”紧盯东京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
2021年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在英国凯尔
特庄园度假村结束了 1/8 决赛的争夺。
中国军团仅剩的三名选手颜丙涛、庞
俊旭、周跃龙分别不敌各自对手，无缘
8 强。

与塞尔比的比赛，颜丙涛进攻手感明显不
佳，全场比赛仅打出一杆单杆50+，而三届世锦
赛冠军塞尔比进攻手感火热，打出单杆63分、

单杆75分、单杆77分和单杆84分，以4：2战胜
颜丙涛，晋级8强。淘汰丁俊晖的小将庞俊旭
没能延续自己的上佳表现，以2：4不敌马奎尔，
无缘8强。本赛季是庞俊旭个人的首个职业
赛季，这已是他第三次闯进排名赛16强，之
前他曾闯进去年举行的欧洲大师赛和英锦赛
的16强。整场比赛被六届世锦赛冠军、“火
箭”奥沙利文全面压制的周跃龙以1：4不敌
对手，无缘8强。

此外，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名将特
鲁姆普在第三轮的比赛中以2：4不敌伊朗选
手侯赛因·瓦菲，无缘16强，这也是特鲁姆普
本赛季的最差成绩。这场比赛的失利让特鲁
姆普在7局4胜制短局比赛中的28场连胜纪
录就此终止。至此，本次比赛的8强已全部
产生，1/4决赛对阵为墨菲对阵马奎尔，塞尔
比对阵乔丹·布朗，马克·威廉姆斯对阵汤姆·
福德，奥沙利文对阵卡特。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日是天津渤海
银行女排主攻李盈莹的 21 岁生日，这名
左手主攻眼下的目标是随中国女排征战
今夏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她表示：“自己
现在的目标是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机
会，自己也在抓紧时间提升自身的技术
能力。”
昨天，中国女排官微专门发文给绰号“妹

妹”的李盈莹送上生日祝福：“妹妹生日快
乐！不断超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017—2018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年仅17岁的李盈莹单场比赛得到45分，打
破朱婷此前保持4年之久的中国女排联赛单
场得分纪录且保持至今。
李盈莹是中国女排的后起之秀，作为左

手主攻，身高1米92的她进攻实力和技术特

点突出，随着近几年在国家队的打磨和女排
联赛的厉练，技术越来越全面。虽然东京奥
运会因新冠疫情的原因被推迟一年举行，但
李盈莹在这多出一年的备战期里全面提升自
己的技术实力，一传、防守、进攻、拦网和发球
多个技术环节都有所提升。

去年的全国女排锦标赛和女排超级联赛
中，李盈莹在赛场上展现出自己在国家队封
训期间的训练成果。她眼下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入选中国女排出战东京奥运会的12人
参赛名单。“东京奥运会的推迟让自己有更多
的时间去补强自己的技术短板，全面提升技
术实力，与场上的姐姐们缩小差距。”李盈莹
认为如今自己的心态更为成熟，“跟以前相
比，自己现在更多地会多方位去思考，不断地
走向成熟。”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亚足联正式宣
布，与国际足联共同决定推迟大部分即将到
来的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的比赛，并以集中
赛会制的方式进行，国足原计划在3月开踢
的比赛将全部延期。

受疫情的影响，40强赛剩余的大部分比
赛已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在和国际足联沟通
后，亚足联表示，原定3月25日和3月30日
举行的40强赛第7和第8个比赛日，只有3
月25日D组沙特阿拉伯队对也门队和F组
塔吉克斯坦队对蒙古国队、3月30日B组尼

泊尔队对澳大利亚队和F组蒙古国队对日本
队的比赛将按原定赛程进行。

根据40强赛最新赛程安排，第7、8轮部分
比赛及第9、10轮的比赛将以赛会制的形式，在
5月31日至6月15日的国际比赛日进行。为
确保赛事顺利完成，亚足联将向各参赛会员协
会发出申办邀请，会员协会可申办该球队所在
小组的比赛。目前，中国队所在的小组剩余比
赛有望放在上海进行，届时比赛会放在上海海
港队新建的主场浦东新区大球场。

在积分排名方面，国足比同组其他4支

队伍都少赛一场，与菲律宾队同积7分，因净
胜球优势暂排名小组第二，落后头名的叙利
亚队有8分之多。按照规则要求，40强赛8
个小组的第一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
将入围下一阶段的12强赛。国足如果想要
取得小组出线资格的话，就必须力争拿下最
后的全部比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国足所在小组的比
赛会放在6月初举行。国足已经计划在3月
份再进行一次集训，也将在上海进行，这也是
提前为40强赛做准备。

亚足联与国际足联共同决定

40强赛剩余比赛延期实锤了
本报讯（记者 赵睿）新赛季中超联赛计

划在4月初开幕，打满30轮比赛。有消息
称，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已申请比赛全
面向球迷开放。另外，少数俱乐部新赛季注
册的事情前景不明，相关方面也做好了有关
预案。
2021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不出意外

的话将在苏州、广州两个赛区进行。按照赛
程设计方案，整个赛季分为多个阶段打完，每
个阶段每个赛区的队伍都将进行调整，保证
每支队伍都能有30场比赛，体现队伍的整体
实力，降低偶然性。筹备组在开赛申请方案
中特别提到，新赛季每场中超比赛都尽可能
向球迷开放，比赛门票价格不高，尽可能吸引
更多球迷入场观赛。中超联赛门票收入归职
业联盟所有，根据各队成绩和各项收视数据
进行分配。
为了让票房火起来，首阶段比赛，广州

队、广州城和深足很可能都会被分在广州赛
区，江苏、上海申花、上海海港则大概率被分
在苏州赛区，吸引各自的球迷。央视和各媒
体平台的直播将会对两大赛区城市进行全方
位宣传。据职业联盟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前
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透露，保守估
计，一系列措施也将带动赛区10亿元GDP。
新赛季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各项预期也

相对较乐观，但不确定性也在困扰着中超。
距离2月28日提交上赛季一线队薪资发放
确认表的最后时间节点已不足10天，但少数
俱乐部解决生存问题的工作并没有切实进
展。据悉，相关方面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已经
有了相关预案。

球迷可入场 门票价不高

新赛季中超“有想法”

本报讯（记者申炜）时隔7年之后，贝尔
再次为托特纳姆热刺队取得了进球。在昨
天进行的欧联杯淘汰赛首回合比赛中，热刺
4：1大胜沃尔夫斯贝格，被中国球迷昵称为
“大圣”的贝尔一传一射当选此役的最佳球
员，打出了返回热刺之后的最佳表现。

贝尔去年租借加盟了热刺，但这名威尔
士球星似乎并不愉快，他在穆里尼奥手下英
超联赛仅仅首发了两次而已。热刺最近一
个阶段的比赛，暴露了攻击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有记者专门询问穆里尼奥，“为什么不
让贝尔上”，没想到穆里尼奥的回答是，“你不
配得到答案”。

在这种背景下，贝尔和穆里尼奥的关
系相当微妙。这场对阵沃尔夫斯贝格的欧
联杯比赛，贝尔获得了首发机会，显而易见
这是穆里尼奥给他的最后表现机会。好在
开场仅仅13分钟，贝尔就送出了一脚力度
不小的传球，孙兴慜心领神会地头球冲顶
建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贝尔2855天以
来首次为热刺在正式比赛中贡献助攻。

第27分钟，贝尔在禁区内突然扣过皮
球，然后左脚完成破门。上一次贝尔为热
刺进球，同样还是7年以前，这场比赛可谓
极具价值。尽管沃尔夫斯贝格这支奥地利
球队实力相当有限，但也正是“边缘球员”
重铸信心的机会，贝尔如今抓住了机会，接
下来皮球扔给了穆里尼奥。

赛后，穆里尼奥的回答耐人寻味：“我
看重全队的表现，而不是某个人。换下贝
尔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体能不足以打满90
分钟，并且当时球队需要一些体能充沛的
球员。”很显然，贝尔如果还想证明自己的
能力和价值，就必须在自律性方面多下一
些功夫了。

欧联杯其他场次比赛中，曼联4：0大
胜皇家社会。AC米兰客场2：2战平贝尔
格莱德红星，米兰最后时刻被对手追平。
阿森纳1：1本菲卡、格拉纳达2：0战胜那
不勒斯。

热刺大胜沃尔夫斯贝格

“大圣”归来

本报讯（记者王梓）东京奥运会即将步入150天倒计时，
但赛事能否如期举行，目前依旧存在着较大变数。不只是陆
续出现的预选赛延期，围绕即将开启的圣火传递活动，部分地
区已出现了抵触情绪，加之民调形势日趋严峻，令东京奥组委
新任主席桥本圣子倍感压力。

上月末，国际奥委会发声力挺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但在急需扭转舆情的当口，前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却
祸从口出，不得不引咎辞职。最终，奥运大臣桥本圣子接
过主席职位的“接力棒”，统领奥运会的相关筹备工作，她
表态将提高奥组委理事的女性比例，算是为此前森喜朗的
不当言论埋单。

受疫情影响，过去一段时间，日本民众对于东京奥运会的
抵触情绪日益提升，反对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比例从不到三成
增长至将近半数。东京奥组委此时发生高层变动，对于扭转
舆情影响巨大。在很多人看来，日本内阁应该就此机会重新
权衡赛事与疫情间的关联，在经济利益与民众健康之间慎重
作出选择。

当然，也有人认为桥本圣子的上任，是东京奥运会重新起
步的一个开端，新官上任三把火，有助于推动赛事如期举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将桥本圣子称为最为合适的继任者，
再度表明了力挺东京奥运会的坚定立场。只是眼下，桥本圣
子面临的压力不止源于舆论，还有赛事筹备关联者的反水。

此前，岛根县知事丸山达也曾表态正在考虑取消原定于
5月在县内进行的圣火传递活动，随之引发轩然大波。事后，
他有意为此言论进行检讨。但在昨天的媒体发布会上，丸山
达话锋一转，控诉起东京都防疫工作的混乱现状。在他看来，
日本国民需要意识到疫情的严峻性，岛根县也不能以民众的
生命安全为代价贸然行事。

这样的反转令人颇为意外，要知道去年年末，还曾有圣火
传递途经地区负责人质疑减少参与人数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但如今，鉴于东京都抗疫形势急转直下，更多人开始审视生命
安全的重要性。岛根县的反对态度只是一个缩影，包括东京
都免费医疗机构在内的相关组织，均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
双重压力。

可见，东京奥组委想平息舆情、给予国民更多信心，首先
需要尽快扭转东京都抗疫工作的不利局面，将日增感染者维
持在可控范围。这虽不在桥本圣子的工作范围内，却依旧需
要其从中协调。此外，多项奥运会预选赛的再度延期，也是桥
本圣子不得不考虑的变数之一。世界羽联于昨日决定推迟奥
预赛至6月15日进行。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前的最后节点，
一旦疫情无法在短时间得到控制，各项赛事均于奥运会开赛
前扎堆进行，势必会带来一些影响。

不过眼下，桥本圣子依旧对于东京奥运会的如期举行
充满信心，她希望以奥运之火战胜疫情危机。在就职典礼
上，桥本圣子表态要为此付出一切。可以肯定的是，若以
保障生命安全为前提，无论是日本国民，还是那些为冲金
摩拳擦掌的运动健儿，势必还是希望一届颇具意义的体育
盛事如期上演。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亚预赛小组赛的突然延期，使得本
赛季CBA常规赛第三阶段比赛由3月24日提前到3月1日
开始，天津先行者男篮的训练计划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眼
下最大的问题是，休赛期缩短了，球员伤病尚未痊愈，无法达
到参赛标准，球队依然面临着阵容轮转受限的情况。

2月7日晚从赛区返津后，天津队只在8日进行了休整，
当晚便开会总结。9日恢复性训练，10日继续总结。11日正
值除夕，当天上午依然坚持训练，下午才开始休整。初一晚结
束春节假期，初二下午恢复正常训练，至今一直没有休息。原
计划，休赛期前两周主要进行身体调整、技术和基本功训练。
随着开赛日期提前了23天，目前调整为以战术配合和个人能
力强化为主。针对比赛中暴露出来的一对一防守问题，加强
个人能力训练。同时加强力量练习，以便更好地保护身体，尽
可能避免伤病。

若按照原定3月24日开赛的话，球队几名伤员基本能
够恢复上场。而如今时间提前了，伤员们尚未完全恢复，
很难赶上第三阶段比赛。目前，外援爱德华兹、李荣培、史
仪、谷泽浴、田野都随队进馆，进行康复训练，尚无法参与
对抗性训练。前天下午，谷泽浴前往医院复查，虽然情况
正在好转，但尚无法达到参赛标准。李荣培的膝盖还是会
肿痛，史仪受伤的手依然要格外保护，爱德华兹周日要前
往医院拆线复查。第三阶段一共 6轮比赛，他们很难赶
上。最好的情况是能在第四阶段出场。在初五和初六两
天的对抗性训练中，张云梦和孟子凯接连在落地时崴脚，
这两天只能在场地边进行力量等康复训练，好在情况不太
严重，应该不会影响比赛。

主力大外援托多罗维奇目前不在队中，因为得到黑山
国家队征战窗口期比赛的调令，经过反复沟通协调，他还
是在春节前回国了。他走之前也说过，如果中国队不参加
窗口期比赛，CBA联赛正常进行，他会和自己的国家队协
调申请留在中国继续参赛。而当时CBA联赛确定3月24
日开赛，他最终选择了回国，同时也可以看望刚刚出生的
女儿。没想到，他刚回国，这边就确定亚预赛小组赛暂时
无法举行，CBA联赛提前到3月1日开赛了。据悉，托多罗
维奇目前已经准备“返航”，一切顺利的话将于今天下午抵达
上海，将就地进行14天隔离观察。按照防疫相关规定，后续
将在天津继续“7+7”隔离，一切正常才能前往赛区。抵达赛
区后，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正常才能与球队会合。按照时
间推算，他最快也要3月21日或22日才能归队。而第三阶段
到3月18日就结束了，他只能赶上3月25日第四阶段第一场
比赛。

前天和昨天，CBA联赛接连发布官方公告，正在天津
队试训的段江鹏和张旭正式成为自由球员。接下来，俱乐
部将与二人谈合同，签完合同完成注册将可以代表球队出
战。目前的情况是，天津队球员名额已满，这就意味着需
要现有球员中有人被买断或解约腾出名额，段江鹏和张旭
才能顺利签约。

提前开赛 伤员未愈 大外未归

天津男篮只能以变应变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4、6：2、7：5，
梅德韦杰夫顶住了西西帕斯第三盘的反
扑，自去年巴黎大师赛起连续20场不败，
生涯首次打进澳网、第2次打进大满贯决
赛，将与8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争夺男
单冠军。
梅德韦杰夫保持着本赛季不败金身，而

且上赛季末连夺巴黎大师赛和年终总决赛两
个重量级冠军，其中年终总决赛连克当今
TOP3德约科维奇、纳达尔和蒂姆，状态爆
棚，是夺冠大热门。此番与西西帕斯相遇，是
二人第7次交锋。梅德韦杰夫在第三盘顶住
对手反扑，拒绝“纳达尔式被逆转”的一幕重
演，将与西西帕斯的交战纪录改写成6胜1
负。他成为继卡费尔尼科夫与萨芬之后，历
史上第3位打进澳网决赛的俄罗斯选手，也
是现役第9位晋级澳网男单决赛的球员。目
前，他已经豪取跨赛季单打20连胜，对阵世
界前十的球员时取得12连胜。
女双决赛中，2号种子梅尔滕斯（比利

时）/萨巴伦卡（白俄罗斯）以6：2、6：3终结了
3号种子捷克组合克莱吉科娃/斯尼亚科娃
的跨赛季11连胜，继2019年美网后再次夺
得大满贯女双冠军，也是二人合作以来的第
5座冠军奖杯。凭借这一胜利，萨巴伦卡将
在下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超越谢淑薇，成
为新的女子双打世界第一，梅尔滕斯将成为
双打世界第二。
混双半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澳大利亚

组合埃布登/斯托瑟以7：5、5：7、10：8险胜卡
拉维兹克（美国）/萨里斯布里（英国），将与拉
姆（美国）和克莱吉科娃（捷克）争夺冠军，后
者以两个6：3战胜澳大利亚外卡组合波尔曼
斯/桑德斯。男双半决赛中，拉姆/萨里斯布
里以6：4、7：6战胜杰米·穆雷（英国）/苏亚雷
斯（巴西）。

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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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阻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