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体育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温卉

�F����

��������������	�
�������	�����������

����������������������
�
��!���������  ����������!�� ���������h	���
����������������	�����! ���������i

������������h��������
h���h������������������

�����
����������� ����
����������������
�����!������
��
�����
�������� ��
i

�F��������

	���
���	h���	���h�����
�������h����������h����h����
�	�����h��������	��������
����
h��h�����������	���
�	������������������
���
�������	�����h����������
�����������������������i

�F����

�	������	i

�F�����������

����������������������������
���i

�F���

����h�
��h�����h��������h
������h���
i

�������	�����	h��h���	�
���
�
��i

������������������	�
���������������������h���
������������������	�i

	��
	���
�
	��������� �!�!��
���
�������
����
	�����
	��������� �!�!��
�������������
�������!

�

��������������������

EEEE�E�E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h	�������������������	�
����! ���������i 	�������������

�
�

�

��
�

��
��
��
��
�

��

����
���
�h��
���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

���������
�
�����
�
���������� ���
��������������
���
� ����!���� ��

�������
�
������� ��
i

�F����

������������������	�
�������	�����������

��������������������������
� �� ����������
������ � ��� �������
������ ����������h	�������� � ��� ����	�
������ ��� ��i

����������h��h
����������
����������������������
����������������
����!����:���

����  ����:���������������
���
�����i

�F��������

	���
���	h���	���h�����
�������h����������h����h����
�	�����h��������	��������
����
h��h�����������	���
�	������������������
���
�������	�����h����������
�����������������������i

�F����

�	������	i

�F�����������

����������������������������
���i

�F���

����h�
��h�����h��������h
������h���
i

�������	�����	h��h���	�
���
�
��i

����������� �� �����	
���������������������
�h���������������������
	�i

	��
	���
�
	��������� �!�!��
���
�������
����
	�����
	��������� �!�!��
�������������
�������!

�

��������������������

EEEE�E�EE�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i�������������������
������ � ��� ���
���������� ����������h	�������� � ��� ����	������� ��� ��i 	�������������
�
�

�

���

���
���
���
���
�

��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

�������������
�����������
������������
�������������
������
� �������
:���
��������:i

� � � �
������

������������!���������������

����������h�
���������
	�������������������18<>��h ��
����h�����h��	�h	�h��	�h�	�h��
����h������/��/��/��h�
���h.MU\W�
�h������������h!���������h�����h��h
����h�����	�����h����������
�	������	��i�����	�����

���������	������i

������������������

蹦床项目东京奥运会选拔积分赛第二站落幕

天津朱雪莹再夺女子网上个人冠军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欧联杯1/4决赛结束了次回合
的较量，曼联、罗马双双晋级，两队将在半决赛中相遇。另外
半区的半决赛将在比利亚雷亚尔和阿森纳之间展开。

在曼联主场迎战格拉纳达的比赛中，上半场，博格巴
助攻卡瓦尼凌空扫射破门。下半场特莱斯传中造成对手
乌龙。最终，曼联2：0战胜格拉纳达，总比分4：0轻松晋
级四强。罗马主场 1：1战平阿贾克斯，以总比分 3：2晋
级，半决赛将和曼联相遇。

为罗马打入扳平进球的是35岁的哲科，此前他在英超效
力曼城期间，曼联是他最愿意碰到的对手。哲科在对阵曼联
时取得过7个进球，其中5球是在曼联主场打进的。当然曼
联射手卡瓦尼对罗马也不陌生，此前他在效力那不勒斯的时
候，对阵罗马时曾完成过“帽子戏法”。

首回合比赛，阿森纳在主场补时最后时刻丢球，以1：1战平
布拉格斯拉维亚，此次做客对阵这支球队，“枪手”终于打起了精
神，佩佩和萨卡都取得了进球，拉卡泽特梅开二度。阿森纳最终
4：0取胜，总比分5：1晋级，半决赛的对手将是比利亚雷亚尔。

阿森纳将迎来前教练埃梅里的挑战。自从2019年11月
因为战绩不佳被阿森纳提前解雇后，埃梅里直到去年7月23
日才重新找到工作，拿起比利亚雷亚尔的教鞭，如今和老东家
相遇相当引人关注。

本报讯（记者 梁斌）蹦床项目东京奥运
会选拔积分赛第二站的比赛，日前在杭州揭
开战幕。在首日进行的女子网上个人决赛
中，天津选手朱雪莹发挥出色，以57.000分
夺得冠军，这也是她继奥运会选拔积分赛首
站比赛之后再次夺得女子网上个人冠军，福
建选手刘灵玲以56.360分获得亚军，“00”后

福建小将林倩麒以56.200分获得季军。
蹦床项目东京奥运会选拔积分赛共设有

五站比赛。此前在上海进行的第一站比赛
中，朱雪莹凭借稳定的发挥，以57.265分夺
得冠军。本次比赛，朱雪莹在资格赛中两套
动作获得106.640分，获得资格赛头名，晋级
决赛。决赛中，朱雪莹高质量地完成成套动

作，以57.000分夺得冠军。
赛后，朱雪莹表示本次比赛夺冠既是意

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自己
对身体和心理都有了更好的掌控能力，在遇
到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可以处变不惊。意
料之外是因为从上海转战到浙江之后，环境
的变化和场地的变化，导致伤病有些加重，在

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基本发挥出自己的水
平，我觉得也是一种提高。”

虽然连续两站比赛夺冠，但朱雪莹不敢有
丝毫松懈，“队友们都很优秀，实力也很强。在
接下来紧张的赛程里还要继续调整好自己的
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让自己越来越好。这样
才有可能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本报讯（记者梁斌）日前，中国排协官
网发布了第十四届全运会排球青年组预赛
的竞赛规程，青年男、女排总共四个大组的
比赛时间全部确定为5月22日至30日，其
中，天津青年女排所在的B组将在广东江
门进行比赛，天津青年男排所在的A组将
在山东潍坊进行比赛。
由于参赛球队较多，男、女排青年组

先分成A、B两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再分
为两个小组，每个大组将产生3个晋级
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名额，剩余的1个晋
级名额将由两个大组中的其余队伍再进
行一次单循环赛，由战绩排名第一的球
队获得。
天津青年女排所在的B组，包括天

津队、黑龙江队、中国澳门队、重庆队、
河南队、北京队、浙江队、辽宁队、山西
队以及东道主广东队共 10支球队。再
次分组之后，天津队与广东队、重庆
队、浙江队和辽宁队被分在 B 组中的
第一小组，单循环赛过后的第一小组
前四名晋级B组八强，与B组第二小组
前四名展开交叉淘汰赛，胜者进行 B
组半决赛。半决赛胜者将确定获得全
运会决赛阶段参赛资格，半决赛负者
对决争夺一个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
资格。而A、B两个大组第四名及其余
球队再争夺另一个全运会决赛阶段的
参赛资格。天津青年男排所在的 A
组，包括天津队、河南队、江苏队、山西
队、广东队、安徽队、辽宁队、四川队以及
东道主山东队共9支球队。再次分组之
后，天津队与广东队、河南队、安徽队被
分在A组中的第二小组。

全运会排球
青年组预赛定档

本报讯（记者赵睿）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新一期女足国家队排
名，中国女足世界排名第十四位，亚洲排名第四位。据报道，中国足
协考虑启动女足队员留洋计划，积极推动姑娘们走出去。

刚刚结束的女足奥预赛亚洲区附加赛，中国女足凭借顽
强斗志两回合总比分4:3淘汰了韩国女足，成功晋级东京奥
运会决赛圈。根据分档规则，中国女足和巴西、加拿大两队将
在奥运会比赛中分在第三档，第一档是日本、美国、荷兰；第二
档是瑞典、英格兰、澳大利亚；第四档是新西兰、赞比亚和智
利，分组抽签仪式定于北京时间4月21日下午4时举行。

最新一期排名榜单上，美国队仍是世界第一，荷兰队世界
第三，瑞典第五，英格兰第六，按照同一大洲队伍小组赛回避
的原则，中国女足在奥运会一定会和以上四支队伍中的两支
同组竞技，至于第四档球队是不是可以抽到非洲队伍，只有看
抽签的运气了。上届奥运会，中国女足小组赛战胜第四档队
伍，逼平第二档队伍，负于第一档球队，成功跻身八强。

中韩两回合比赛，韩国女足三名旅欧球员的表现让队伍
提升了一个档次，中国女足晋级的最大功臣王霜也曾在巴黎
圣日耳曼队踢球。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透露，可以帮助女
足球员留洋欧洲。主教练贾秀全表示：“我一直认为球员能够
走出去，对她们的成长和对中国女足的帮助是很有必要的。”
他表示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女足队员留洋。相信一旦时机成
熟，中国女足将继续推动“洋务运动”。

国际足联更新世界排名
中国女足升至第十四位

曼联遭遇罗马 阿森纳PK比利亚雷亚尔

欧联杯四强冤家聚首

克服困难战绩提升 取得进步期待未来

结束常规赛征程天津男篮收获希望

人员不整打出“团队篮球”
阵容从未齐整过，这是天津队最大的

痛。队内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五号位大中
锋，当面对其他队的内线“高大壮”时，刘伟、
时德帅、孟子凯、田雨在身体上没有任何优势
可言，有时候看着因身高、体重的悬殊而被压
制，确实让人绝望。无法在内线抗衡，只能在
外线寻求突破。快、准、狠，是球队打造的特
点，在主教练刘铁带队的日子里，苦练投篮、
提升速度、强化防守成为重中之重。功夫不
负有心人，训练成果在赛场上得到证明——
本赛季三分球命中数场均11.7个，高居联盟
榜首。抢断场均11个，排名第二，仅次于总
冠军球队广东队的12个；利用快攻场均得分
13.5分，较上赛季翻了一番；由于没有大牌球
员，球队更加注重“团队篮球”；助攻场均24.5
次，排名第六，也体现了“团队篮球”的形成。

本来是被当作核心培养的李荣培，连续
三个赛季基本都处于伤病中。史仪手掌被对
手压骨折，谷泽浴被对手违规伤到腿，田野臀
部超大的火疖子迟迟不好最终不得不手术，
后卫线严重告急。很多时候，天津队甚至凑
不齐上场的12人大名单，不得不由伤病球员
“凑数”，而真正在场上轮转的也就七八个

人。即便如此艰难，天津队从来没有散，更没
有放弃，而是咬牙扛着坚持前行。这是最让
人感动的，也是球队最大的收获。

全华班出战成常态
CBA联赛“外援包打天下”是不争的事

实，而天津队却一直处于很难借上外援光的
尴尬境地。受疫情防控措施所限，天津队引
进外援严重受阻。先是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归
队时间晚，然后是小外援无缘入境。再加
上托多罗维奇接连处于腿部积水肿胀、受
伤、回国归来漫长的隔离，他的上场率不足
50%。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天津队
又从“野球圈”引入了特罗特三世和爱德华
兹。二人的积极性和认真程度都没的说，
但整体实力毕竟不同于那些超级外援。爱
德华兹在第二阶段尾声比赛中腿部受伤，
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之后一直处于康复
治疗中，直到赛季临近结束才复出。特罗特
三世在第三阶段尾声对阵北京的比赛中腰部
被撞，之后只能打打停停。

本赛季天津队本来享有四节五人次的
外援政策，却只能成为一种空谈。而且，在外
援已经注册的情况下，即便天津队以全华班
出战，也无法享受全华班的待遇——面对全

华班时，有外援球队的外援四节两人次。全
华班应对外援四节两人次时，还能形成抗
衡。但面对外援四节四人次甚至五人次时，
精力体力都严重消耗，很难坚持到底，这也是
很多场次失利的原因。

进步突飞猛进
第二阶段结束进入春节短暂休整期，托

多罗维奇回国，爱德华兹手术，史仪、谷泽浴、
田野都在康复中。如此严重减员，后面两个
阶段最后15场常规赛该怎么打？刘铁扛着
巨大的压力，春节都不休息地带着队员们训
练，和时间赛跑去提升能力。手把手地教，示
范动作比20多岁的队员还利索。付出有了
回报，正是这样的残阵，一路战胜山西队、深
圳队，双杀此前5年多不曾赢过的江苏队，与
广州队两场加时赛，其中一次还是双加时，与
北京队、山东队和辽宁队均是鏖战至最后，这
样的天津队的表现堪称惊艳。

随着天津队全华班越来越明显的进步，
包括其他队教练和队员、联盟工作人员、裁判
以及球迷都在说，天津队就是缺少好外援，不
然绝对不是现在的成绩，稳妥的季后赛资格，
甚至前八名。青岛队方面就曾经不止一次地
说：“把亚当斯和达卡里给你们，我们肯定打
不过你们。”CBA联盟负责竞赛的工作人员
说：“天津队现在是公认的进步显著。”辽宁队
方面也在说：“天津队一打就加时，这谁都受
不了！”大家的共识是：“别看天津队排名低，
但真就不好打，稍不留神就折进去，确实让人
头疼。”各队对阵天津队时均是派出全主力出
战，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新人展现无限潜力
本赛季以来，不时有关于俱乐部高层人

事变动的传闻。教练组能做的就是，按部就
班稳步推进工作，兢兢业业带好每一堂训练
课和每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工作就要好好干
到底，谁也不能混日子。

教练组的工作见了成效——队伍没有
散，而是打得风生水起，困境中还赢了几场比
赛，整体排名高于上赛季。很多时候，林庭谦
由二号位“客串”一号位，位置改变需要适应，
主教练刘铁也需要对他倾注更多心血，师徒
俩能够很好地达成共识，他在新秀赛季的出
色表现有目共睹。“二年级生”何思雨三分球
命中数高居联盟前列，进步突飞猛进。孟子
凯的投篮把握性越来越高，对阵福建队时砍
下生涯新高的29分。

天津队的每一分进步，都是扛着伤痛、和
着血泪取得的。他们犹如春风吹又生的野
草，顽强不息，在逆境中野蛮生长。诸暨赛区
球员酒店的院子里有一片竹林，春天正是春
笋破土的时节。从冒芽到一点点长大、变高，
一天一个样。正如今日的天津队，熬过至暗
时刻，终将迎来光明。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CBA季后赛
昨天开打，开赛前，CBA官方开出罚单，
沈梓捷（深圳），丁皓然、刘天意（吉林），
方硕、刘晓宇、张才仁、周仪翔（北京）7
名球员，在未得到赛区疫情防控指挥小
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赛区官方酒
店，违反了联赛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分别
被禁赛1场、罚款1万元，场次均为12进
8的比赛。
常规赛时，深圳队最后时刻绝杀北京

队，导致北京队大闹赛场险些罢赛。当时，
正是冷静的沈梓捷理智拉住北京队队员。
如今，因为违规遭停赛，沈梓捷发文致歉，
但也无法挽回深圳队的损失。季后赛第一
场，缺少了沈梓捷的深圳队以97：108负于
北京队。昨晚的比赛中，“九死一生”压哨
晋级季后赛的广州队以107：119不敌山
东队。

4 月 13 日晚，
2020—2021 赛 季
CBA 联赛常规赛
落幕。绝大多数时
间阵容不整处于全
华班出战的情况
下，天津先行者男
篮仍获得第17名，
较上赛季提升两
名。从去年 10 月
11日赛季出征，经
过中间两个短暂的
休赛期，到此番结
束征程，全队经历
了半年的全封闭赛
会制管理的考验。
返津后，几乎原班
人马又将开启全运
会预赛征程。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CBA处罚7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