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人得分上双 失误低于对手

战辽宁天津男篮虽败犹荣

本报讯（记者赵睿）按照计划，中国队今
天与山东泰山队进行一场教学赛，此前国家
队主教练李铁已经带领国足拿到了7场热
身赛的胜利。本场较量，热身赛表现不佳
的泰山队将排出目前能排出的最强阵容陪
中国队练兵。本场比赛之后，中国队上半
年第二期集训也随之结束，下一期集训计
划于5月20日开始，5月30日世预赛亚洲区
40强赛A组比赛重燃战火。

中国队第一场教学赛，下半场更换了
阵容，除了门将曾诚和董春雨、左边后卫李
磊、右边后卫明天4人外，其余 24名队员
得到了出场机会，且参赛时间均不少于30
分钟。李铁在今天的教学赛上派出的先发
阵容，除了个别位置还需要继续观察之外，
大部分队员将是中国队40强赛上的主力
阵容一员。

费莱尼、蒿俊闵和石柯因伤留在济南治
疗，吴兴涵、金敬道、郑铮和徐新入选中国队，
加上格德斯和莫伊塞斯还未归队，泰山队少
了9名重要球员。之前3场热身赛，泰山队
0：5负于海港队，3：2战胜中甲昆山队，3：3
打平亚泰队。

面对中国队，山东媒体预测泰山队门
将位置韩镕泽和王大雷竞争；后防线大概
率是宋龙、戴琳、卡达尔和王彤的组合；中

场外援孙准浩可能和吉翔继续搭档双后
腰，边前卫刘彬彬和刘洋可以胜任；前场可
以安排莱昂纳多与郭田雨或段刘愚搭档。

这样的阵容距离泰山队理想首发配置有一
定差距，但已经是主教练郝伟目前最精锐
的阵容。

主力阵容基本确定 继续演练战术体系

今天“登山”国足冲击8连胜

8 体育
2021年4月3日 星期六 责编:温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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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排球成年组预赛将于4月6日揭开战幕

天津男女排首战分别对阵上海云南 据新华社电 国际大体联4月2日宣布，考虑到目前全球
疫情形势、国际旅行限制等因素，原定于今年8月在四川成都
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延期至2022年举
办，具体日期有关各方将另行商定。运动会名称“成都2021
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运动会标识保持不变。

据悉，这一决定是国际大体联与成都大运会组委会、中国
大体协共同商议后作出的，旨在保护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全体
有关人员和举办城市人民的安全与健康。国际大体联、成都
大运会组委会、中国大体协三方将继续推进成都大运会筹备
工作，确保本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李蓓）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CAS）发布通告，宣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与孙
杨和国际泳联（FINA）的第二次听证会将于5月24日—28日
举行，并组成了新的三人仲裁小组，主席来自瑞士，组员来自
法国和比利时。但公告里提道，因为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将
会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并且裁决的结果不会在听证会结束
之后立即公布，还需要在审核和准备仲裁文件后的晚些时候
再宣布。

孙杨所谓的“暴力抗检”一事，从事发到如今已经过去了
两年半的时间，在判罚孙杨禁赛8年后，今年1月16日终于出
现转机，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发布新闻公告，称由于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仲裁小组中的一名仲裁员存在偏见和歧视，他们决定
撤销CAS对孙杨的8年禁赛处罚，CAS需要组建一个新的仲
裁小组重新作出判决。如今又是3个月过去后，瑞士联邦最
高法院才公布了孙杨第二次听证会的时间安排。照这样的进
度，孙杨能否赶上东京奥运会末班车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CAS是一个“证据导向”的法庭，当时孙杨提供的证据不
如WADA，因此被处以8年禁赛。如今案件重新发回CAS
重审，这也就意味着，孙杨需要提供更多专业的以及对自己有
利的材料，才有可能改变CAS的判定。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
排球成年组预赛将于 4月 6日揭开战幕，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和天津食品集团男排所
在女排成年组预赛B组和男排成年组预赛
B组的赛程昨日公布，天津女排将于4月6
日首战对阵云南队，天津男排将于同日首
战对阵上海队。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B组

的比赛将在山东潍坊举行，共有天津队、山

东队、上海队、北京队、云南队、广东队和福
建队参赛，小组前四名获得全运会决赛阶
段的参赛资格。天津女排的赛程为：4月6
日16：00对阵云南，4月7日14：00对阵福
建，4月8日14：00对阵山东，4月9日16：
00对阵上海，4月 10日本组休战，4月 11
日19：30对阵北京，4月12日轮空，4月13
日14：00对阵广东。

从赛程看，除了前两个对手云南队和

福建队实力稍弱之外，接下来天津女排
要连续对阵实力不俗的山东队和上海
队，之后都是休战一日再对阵北京队和
广东队。
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成年组预赛B组

的比赛将在广东江门举行，共有天津队、广
东队、山东队、河北队、上海队和北京队参
赛，小组前四名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参
赛资格。由于同组的中国澳门队退出本次

比赛，天津男排将与五个对手争夺四个全
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天津男排的赛
程为：4月 6日 15：00 对阵上海，4月 7日
19：00 对阵广东，4月 8 日 17：00 对阵河
北，4月9日本组休战，4月10日 17：00对
阵山东，4月 11日 15：00对阵北京。昨日
下午，天津男排进行了抵达赛区后的首次
训练，球队将于今日和明日上午进行赛前
的体能测试。

本报讯（记者 赵睿）各级职业联赛裁
判培训班昨天在苏州香谷里酒店开班，
356 名裁判参与培训，本次培训为期 5
天，将在 4月 7日结束。今年培训重要的
一项内容是统一判罚尺度。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相关负责
人专程出席并讲话。
开班仪式上，中国足球协会纪委书记、执

委闫占河在讲话中强调，各级职业联赛裁判员
务必廉洁自律，坚持道德底线。闫占河希望裁
判员通过本次培训提升专业水平及综合素质，
确保2021赛季各级职业联赛平稳有序地顺利
进行。职业联盟筹备组会组建全新职业联赛
裁判管理部门，并推出部分新举措，其中之一，
对于出现较大争议或媒体和球迷高度关注的
判罚，裁判部将及时向社会通报评议结果。
距离新赛季中超开赛不足20天时间，目

前仍有20余名外援受疫情影响没有归来，其
中大部分是巴西外援。鉴于多数外援已经回
到球队，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经与各俱
乐部沟通后最终决定，不再沿用上赛季推行
的“外援均衡保护条款”。

中超新赛季严管裁判
取消外援均衡措施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西班牙人队在西乙第32轮比
赛中，4：0大胜富恩拉布雷达队，继续排名榜首。武磊获得了
近期最长的出场时间，不过他在比赛中浪费了绝好的机会，目
前的状态令人忧虑。

由于富恩拉布雷达队在上半时被罚下一人，西班牙人队很
快就掌握了比赛主动，早早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武磊在比赛
第57分钟替补登场，这也是近期他出场时间最多的一次。出场
后，凭借着勤奋的跑动，武磊还是获得了很好的破门良机。第81
分钟，队友送出了绝佳传中，前插到位的武磊形成单刀，但停球

却直接停到了对方门将的怀里。错过了打进2021年第一个联
赛进球的机会，武磊在西乙联赛进球荒已经延续到116天，上一
次他进球还是在将近4个月前。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武磊代表西班牙人队在各项赛事中出
场26次，打进3球另有2次助攻，作为前锋，这样的数据显然不
能让人满意。即将开始的世预赛40强赛中，武磊的发挥将决
定着国足出线的前景，如今他的状态已经相当低迷，如何改善
国足的进攻能力呢？在出场时间太短和留洋是否值得的问题
上，武磊应该早日做出选择了。

进球荒已达116天 武磊状态堪忧

本报诸暨4月2日电（记者 苏娅辉）在
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天津先行者男篮顽强追
赶，次节单节领先4分、第三节战平，第四节
将分差一度缩至4分，但遗憾未能顶住目前
排名联赛第二的辽宁队的攻势，最终以88：
108告负。

从今天的比赛中看，赵继伟、张镇麟等辽
宁队主力均出场30多分钟，梅奥更是出场达
到近40分钟。全队助攻高达32次，足以说
明他们对比赛的重视程度。在开局迟迟找不
到进攻手感的情况下，天津队首节以16：29落

后。就在外界以为强大的辽宁队将就此兵不血
刃取得比赛胜利时，天津队发起顽强反击，次节
29：25领先，第三节23：23战平。第四节开局
将分差缩至4分，并一度将分差控制在个位数。
然而，失误增多加之进攻手感下滑，天津队未能
顶到最后。

全场比赛，天津队5人得分上双。金鑫18
分6篮板2抢断、何思雨14分2篮板3助攻3抢
断、孟子凯13分1篮板1抢断、林庭谦12分4
篮板6助攻1抢断。考虑到大外援托多罗维奇
仍处于身体恢复阶段，在主教练刘铁合理把控
他上场时间的情况下，他依然拿到16分8篮板
5助攻3抢断。天津队抢断14：6领先，失误
18：21低于对手。辽宁队场均三分球11.4个，本
场只命中8个，足见天津队防守的强度。

亲临现场观战的天津篮管中心负责人在

更衣室慰问球队时表示：“一个赛季了，大家
比较辛苦，感谢教练团队和队员们的努力付
出。赛季过得很快，看到了大家的进步和成
长。本赛季还剩下几场比赛，大家珍惜比赛
的锻炼机会，继续努力拼。”

天津队的成长和进步有目共睹，也得到
了各方的一致肯定。球队的伤病较多，阵容
不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目前球队排名
不佳的最主要原因。近来状态逐渐回升的史
仪，凌晨开始腹痛被紧急送医。经过抽血、
CT等检查，初步诊断为肠胃炎。打止痛针、
输液，但症状并未缓解。经过会诊和加强CT
诊断，最终确诊为急性阑尾炎，下午进行了手
术。此外，小将李林风接到了回津备战全运
会的紧急调令，加上特罗特三世腰伤未愈，这
样后卫线上又将“吃紧”。

本报讯（记者李蓓）鉴于日本新冠疫情等多方面考虑，国
际泳联紧急宣布，取消原计划于4月18日至23日在日本东京
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暨奥运会资格赛。

自从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后，已经有多项世界大赛延
期或取消，包括去年的奥运会也延期到了今年七月。国际泳
联新冠疫情特别工作小组建议，目前无法保证跳水世界杯参
赛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且各地的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启动签证
工作。再加上日本方面要求海外人员入境后隔离三天的疫情
防控要求，也势必导致世界杯参与人员改变行程和费用超支
等财务问题，最终决定紧急取消本届跳水世界杯。

跳水世界杯是国际泳联举办的世界最高级别的跳水单项
赛事，与世界游泳锦标赛和奥运会并称“世界跳水三大赛”，每
隔两年举办一次，在奥运会同年先期举行的世界杯还承担着
奥运资格赛和测试赛的任务。现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剩下3
个月的时间，一旦疫情出现反复，奥运会前景将扑朔迷离。

实际上，去年5月，国际泳联就将2021日本福冈游泳世
锦赛推迟到2022年举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届跳水世
界杯上（2018年武汉），中国队包揽了所有项目冠军，创造了
在世界杯中五次包揽金牌的纪录。跳水作为中国体育在奥运
会上的夺金大项，这次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中国代表团。

组建全新三人仲裁小组
孙杨案5月下旬重审

无法保证参赛人员安全
国际泳联取消跳水世界杯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延期至2022年举办

据新华社电 中国篮协2日向女篮名宿
郑海霞致贺信，向其入选2021年国际篮联名
人堂表示祝贺，并对她为中国篮球事业作出
的贡献表达敬意。
1日，包括郑海霞在内的12人入选2021

年国际篮联名人堂，郑海霞也成为首位以球
员身份入选名人堂的中国篮球人。
郑海霞作为中国女篮的优秀代表，曾和

队伍一起在1984年和1992年奥运会上分别
获得铜牌和银牌，在1983年和1994年世锦
赛上分别取得第三名和第二名。

中国篮协表示，郑海霞在国家女篮期间
取得的成绩，既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女篮
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她们在赛场上顽
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为年轻球员树立了
良好榜样。

郑海霞入选名人堂
中国篮协发文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