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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法国网球协会昨天宣布，今年的
法国网球公开赛将推迟一周，于5月 24日至 6月 13日举
行。温网随即宣布，温网资格赛将于6月21日如期举行，
今年草地赛期将减少一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弹，法国目前正处于全国封
锁状态。根据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讲话，预计从5月中
旬开始，法国部分文化场所、餐厅才将有条件重新开放，另
外法国也将努力逐步恢复经济、文化、体育等活动。若法
网按原定日期举行，很可能只会被允许闭门比赛。经过与
当地政府和各大国际网球机构共同协商决定，法国网球协
会官方宣布2021年法网将延期一周举行，本届赛事将于
2021年5月24日举办至6月13日（包含资格赛）。法国网
球协会将继续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密切合作，以保证球
员、赛事工作人员及观众的健康安全。法国网球协会主席
莫敦表示，比赛推迟一周是为了“增加在罗兰加洛斯新改
造球场迎接观众的机会”。他强调，现场观众是法网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法网宣布延期一周举行的同时，温网宣布将如期举
行。官方声明称：“法网将推迟一周举行的决定已经与大
满贯董事会进行了讨论。在此特殊情况下，该决定得到了
澳网、温网和美网完全支持，大满贯和巡回赛一同支持更
改赛期。从2015年开始，法网和温网之间的草地赛期延
长至三个星期。为避免赛期更改造成的进一步影响，2021
年草地赛期将减少一周，温网资格赛将于6月21日如期举
行。草地赛期将在2022年恢复到三周。”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欧联杯1/4决赛进行了首回合
的较量。英超两支球队的表现不尽相同，曼联客场2：0力克
格拉纳达，阿森纳在主场最后时刻追平，最终1：1战平布拉格
斯拉维亚。

曼联客场对阵西甲球队格拉纳达，基本上掌控了比赛局
面。第31分钟，林德洛夫后场一记近60米的长传，拉什福德
接球后单刀推射破门。比赛最后时刻曼联获得点球良机，布
鲁诺·费尔南德斯主罚命中，将比分定格在2：0。

对于曼联来说，取胜自然让人高兴，不过这场比赛麦克托
米奈、卢克·肖以及队长马奎尔都吃到黄牌，他们将停赛错过
次回合在老特拉福德的较量。这个结果让索尔斯克亚有些挠
头，他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因为我们得到了3张黄
牌，下场会有3人停赛。”

阿森纳主场对阵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堪称空欢喜一
场。这场比赛，阿森纳获得机会无数，仅拉卡泽特就错过
一次单刀和一次空门机会。第86分钟，阿森纳终于取得
进球，佩佩突入小禁区单刀挑射破门。不过全场补时第3
分钟，由霍尔斯冲顶破门，布拉格斯拉维亚神奇般地将比
分扳平。

另外两场比赛中，罗马客场2：1逆转取胜阿贾克斯。克
拉森上半时曾为主队打破僵局，但下半时罗马打起精神，佩莱
格里尼和伊巴涅斯先后取得进球，最终帮助球队取胜。值得
一提的是，这是罗马本赛季第3次在欧联杯上逆转取胜，体现
了较强的意志力。比利亚雷亚尔客场凭借着点球，1：0击败
萨格勒布迪纳摩。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足协于4
月7日在线召开了2021年度纪律工作
培训会议，培训会共约6个小时，45个
会员协会秘书长及从事纪律处罚工作的
专职人员共约100人参加会议。中国足
协在新赛季开始就“拧紧”赛风赛纪的
“龙头”。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详
细介绍了2021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
则》，对纪律准则的理论依据、目的及原
则、适用主体、重点条款，以及2021版修
订的主要内容着重进行讲解。在纪律处
罚工作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讲师则结合
视频案例，对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处理
原则及处理方式，以及严重犯规、指责及
辱骂裁判员、年龄及身份造假、吐口水、
默契球在内的其他常见违规违纪行为的
处理进行了重点讲解。

王小平还讲述了会员协会应当如何
更好地组织开展纪律委员会相关工作，
建议会员协会首先应当积极搭建纪律委
员会体系，在人员构成、人员资质、人员
分工及增减程序上趋于合理；其次在包
括材料收集、受理、听证、处理、处理决定
的通知与执行、纪律处罚快速处理机制
等方面符合各项规定，做到流程化、标准
化。王小平建议会员协会要与中国足协
纪律委员会紧密联系，在案件报备、黑名
单制度、处罚的扩展执行等方面加强交
流与合作。

两项大满贯赛事同时官宣

法网推迟一周温网如期举行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 3：1胜上海

四连胜！天女提前晋级决赛阶段

争夺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中国女足出线形势大好

决战韩国 老将王珊珊盼再立新功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下午，党在我心中——天津市青
少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暨“红色航
程‘船’递梦想”青少年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开
中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制作南湖红船、中共一大会址模型为
主要内容，通过模型制作、竞赛、征文、朗诵等活动，使广大青
少年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富强的光辉历程。

本次活动由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
团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天津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少先队天津市工作委员会
主办，天津市模型协会承办。本次活动面向全市各区青少
年，每区有10所中小学校的青少年模型爱好者参加了活
动。活动自今年3月份开始，分期对参加活动的中小学辅
导员进行了南湖红船和中共一大会址模型制作及航行的
培训。昨天的活动现场，青少年模型爱好者在现场进行南
湖红船和中共一大会址模型的制作，并邀请老党员为学生
进行党史教育讲座等活动。天津市模型协会还将在各校
组织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模型制作赛、航行赛和
“我心中的红船”征文讲演通讯赛，并选拔各单项前三名进
行全市总决赛。本次活动共设置纸质仿真模型南湖红船、
纸质仿真模型（中共一大会址）、木质仿真南湖红船模型、
电动仿真南湖红船模型制作评比赛和电动仿真南湖红船
模型航行比赛等项目。

本报讯（记者 赵睿）带着客场胜利的喜
悦和疲惫，中国女足昨天下午启程回国，准备
13日与韩国女足的决战。老将王珊珊在客
场比赛里发挥非常出色，帮助中国女足拿到
了至关重要的3分，距离获得东京奥运会入
场券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天津圣德女足的核心级球员，王珊
珊在中国女足同样是领军人物。中国女足过
去几个月对阵容、战术打法严格保密，备战工
作既艰苦又枯燥，30岁的王珊珊坚决执行教
练组的各项规定，起到了老队员应当起到的
作用，获得了主教练贾秀全的绝对信任。

中韩首回合较量，作为中锋的王珊珊状
态非常出色，开场第7分钟和第32分钟的劲
射，险些敲开对手球门。不仅如此，中国女足
第32分钟打进的首粒进球，正是王珊珊射门
被封堵后对方解围不远，马君外围重新组织
进攻，王珊珊镇守禁区中路吸引防守队员注
意力，晃倒对手，后点张馨一蹴而就。这个进
攻套路是给对手量身定制的，王珊珊扮演的
角色非常关键。

处于突前位置的王珊珊下半场多次以一
己之力吸引对手整条防线，令其不敢轻易压
上助攻。她还上演了一对二突破的好戏，令
韩国女足后卫头疼不已，对她频频采用犯规
战术。临近比赛结束前的几分钟，韩国女足

疯狂进攻，中国女足用顽强的意志顶住对手
反扑，王珊珊主动回撤，利用娴熟的个人技术
控球，把最后一点时间和对手士气消耗掉，体
现了老将的担当。
中国女足昨天下午5点半回到上海，通

过疫情检测之后方能以“点对点闭环”方式前
往苏州赛区。对于经历了一场鏖战的女足姑
娘们来说，这段时间可以调整恢复，到了苏州
之后即可投入训练。王珊珊期盼能为球队再
立新功。

拼字当头 天津男篮今日迎战江苏队

本报诸暨4月9日电（记者 苏娅辉）10
日 20点，天津先行者男篮将迎战江苏队，
这将是双方本赛季第四次交锋。只要天津
队获胜，就能把江苏队牢牢按在“副班长”
的位置上。

3月25日，CBA常规赛第四阶段首轮
比赛，天津对阵的就是江苏队。当时外援

威尔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绝平，将比赛
带入加时赛。好在天津队顶住压力，以
124：119力克对手，在卡位战中占据有利
位置，这也是自2015年 10月 23日客场获
胜后，天津队首次战胜江苏队。对于天津
队来说，这是扬眉吐气的一场比赛。此番
再度相遇，天津队期待用胜利化解近来连

续几场比赛惜败的遗憾，同时在排名上稳
固位置。天津队一旦获胜，将把江苏队钉
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上。

天津队近来遭遇9天5赛的魔鬼赛程，
又接连遭遇加时赛，其中一场更是双加时，队
员们的精力、体力都接近极限。今天的场地
训练中，主教练刘铁特意进行了调整，以投
篮、罚篮为主。“威尔斯得分能力强，我们必须
想办法去限制他，这方面的压力确实比较
大。同时要防外线，黄荣奇、史鸿飞、郑褀龙
等能力都不错。控制住外线，将为我们内线
赢得机会。其实这就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
大家要放平心态，把投篮优势发挥出来。希
望大家全力以赴，真正达到锻炼的目的。”上
一轮比赛过后，主教练刘铁严肃强调了比赛
态度问题，希望队员们摆正位置，克服内心恐
惧，做好困难准备，减少失误，认真去拼。

谈及即将与江苏队的比赛，上一次帮
助球队获胜的功臣林庭谦表示：“和准备其
他比赛一样，保持平常心，从防守端和细节
做起。”体能是每个队员面临的大问题，对
此，林庭谦说：“赛程密集，体能上确实有些
吃不消，但是必须要坚持。从我自己来说，
每一场比赛都当成最后一场来打，会格外
珍惜，全力以赴去拼。”前两场比赛中，林庭
谦饱受失误和犯规的困扰，对此他表示：“我
在通过观看技术录像进行分析和学习，争
取不犯同样的错误。”

本报讯（记者 申炜）“金元足球”
的结束，让诸多强队在这个转会窗口
只出不进，但对于一些中下游球队来
说，则是完成人员引进的绝好机会。
沧州雄狮、青岛队和河南嵩山龙门在
昨天都官宣了球员加盟的消息。

昨天，沧州雄狮宣布，晏紫豪加盟球
队，成为沧州雄狮新赛季第10位加盟球
员。从3月31日开始，沧州雄狮就在每
天上午10点官宣一名球员加盟，到4月
9日为止已经官宣了10名球员。这些
球员还包括林创益、阿不都海米提、迪奥
曼德、萨比提·阿不都沙拉木、赵学斌、谢
鹏飞、罗竞、陈中流和桑戈尔。

接下来，沧州雄狮依然还会官宣
球员加盟的消息。一口气买入十余名
球员，这支球队的野心可见一斑。值
得一提的是，沧州雄狮虽然引进了大
量球员，但花费并不多，谢鹏飞、罗竞、
阿不都海米提三人来自已经解散的江
苏队，这三人除了不会占据内援转会
名额之外，还都是自由身来投。

青岛队昨天也发布声明，宣布签下
9名新援，同时跟3位球员完成续约。青
岛队的操作更加神奇，刘健、朱挺、吕鹏、
栗鹏、王伟、季骁宣、叶尔凡·叶孜木江、
胡家笠和宋润潼 9人都是免费加盟。
加上 28岁的挪威国脚中场乌尔韦斯
塔德，青岛队这个冬季转会窗口引进
10位球员没花一分钱。

如今中超球员想要找工作难度非
常大，导致很多人合同到期之后都选
择和原俱乐部续约。2021赛季，对于
河南嵩山龙门队来说是个合同大年，
阵中有10多名球员合同到期。目前，
除了巴索戈等球员转投了其他球队之
外，大部分球员都选择留守。昨天这
家俱乐部宣布和队中 12名球员完成
续约工作，大部分是主力和重点替补
队员。

武汉队的引援也颇具质量。昨天
武汉队宣布，原江苏队前锋，现年 24
岁的黄紫昌加盟球队。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昨天，首届长三角
田径精英邀请赛暨2021年全国田径训练基
地特许赛在浙江绍兴展开男子200米决赛争
夺，主场作战的谢震业以20秒54轻松夺冠，
该成绩位列今年亚洲第一位。

上午的预赛中，谢震业以20秒87轻松
拿到第一。下午的决赛为逆风每秒2.0米，
谢震业一路处在绝对领先位置，最终以20

秒 54获得冠军，他是决赛中唯一跑进 21
秒的选手，该成绩超过他2月份在深圳跑
出的20秒72。江苏队的隋高飞以21秒07
获得亚军，江苏队的盛超以 21秒 42获得
季军。
男子 100米预赛中，上海名将许周政

以 10秒 51排名第一。决赛中，许周政成
绩略有提高，以10秒49夺冠，这是他今年

拿到的首个全国比赛冠军。江苏选手王爽
10秒 53获得亚军，江苏的隋高飞10秒 56
获得季军。

男子110米栏决赛中，福建选手曾建航
以13秒43夺冠，这一成绩突破了他13秒45
的个人最佳。女子3000米障碍比赛中，甘肃
选手张新艳以9分20秒32夺冠，打破全国纪
录且突破9分30秒00的奥运达标线。

“红魔”完胜“枪手”憾平

欧联杯英超球队悲喜交加

红色航程 “船”递梦想

市青少年模型教育竞赛启动

20秒54 谢震业跑出200米今年亚洲最佳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谢晨）昨日，在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赛B组第四轮
比赛中，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3：1战胜上海
女排，赢得四连胜的同时，提前三轮获得全运
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四局比分为25：18、
25：18、21：25和25：18。今日本组休战，明日
19:30，天津女排将对阵北京女排。
此役，天津队延续之前的首发阵容，上海

队也是尽遣主力出战，袁心玥与身披上海队
战袍的原八一队队友、副攻高意隔网相对。
从比赛一开始，天津队就用高质量的发球追
发上海队两名主攻张轶婵和杨婕，有效地冲
击对手的一传体系，而自身的进攻、拦网、一
传和防守也是全面发挥，以25:18的相同比
分连胜两局。第三局，换上多名小将的上海
队放手一搏，而天津队有所松懈，面对对手发
球的冲击和针对性的拦防，一攻质量下降，小
将王艺竹进攻明显受阻，以21:25被对手扳
回一局。第四局，顶住对手反扑势头的天津
队在姚迪、李盈莹、王媛媛和袁心玥四名国手
带领下，以25：18赢下制胜一局。此役，天津
队四人得分上双，李盈莹拿下全场最高的29
分，王媛媛、袁心玥和王艺竹分别得到18分、
17分和12分。赛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
泉认为球队前两局发挥得非常好，被对手赢
下的第三局非常值得全队吸取教训，不能在
领先的情况下有所放松，“前两局，我们在进

攻、拦网、一传和防守上都发挥出了自身的技
术水平，第三局队员有所放松，换上多名年轻
队员的上海队放开打，咱们也被对手抑制住，
进攻明显受阻。凭借这么多年的带队经验，

我认为2：0领先下的第三局是最难打的，因
为落后的一方完全没有包袱，可以全力去冲
击领先的一方。好在第四局全队顶住对手的
反扑，赢下比赛。”在王宝泉看来，球队要想变

得更成熟，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和思想都需
要提高。尽管天津队已提前晋级全运会决赛
阶段的比赛，但王宝泉认为接下来的两场比
赛，球队不能有丝毫放松，而是要全力争胜，
“本次比赛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全运会决
赛阶段的参赛资格，其次是以赛代练，磨合阵
容，增强全队的信心，为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
赛做准备。后面的两场比赛，我们都要全力
去拼，争取胜利。”

首局11平时，替换杨艺上场的接应于
鋆炜打满随后的比赛，整场比赛拿下9分，
其中进攻8分，发球1分。王宝泉认为于鋆
炜此役正常发挥出自身的技术水平，“于鋆
炜基本完成了比赛任务，属于正常发挥。
让杨艺首发，主要考虑一传。本场比赛，替
补出场的于鋆炜一传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进攻、发球和拦网也发挥出自身的技术水
平。”王宝泉认为王艺竹虽然第三局进攻受
阻，发挥得不是很好，但需要给这名小将锻
炼的机会，“从这几场比赛看，王艺竹的表现
还是有起伏，上一场比赛发挥得不错，但本场
比赛从第三局开始，她的进攻明显受阻，她还
需在心理和技术上去提高。从去年联赛结束
到本次比赛前，通过半年时间的训练，王艺竹
的进攻、拦网、防守和比赛作风都有明显提
升，孩子比较上进，还有潜力可挖，还需要通
过比赛来磨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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