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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主动减压做好保障 球员直言不惧规则变化

40强赛战斗重开国足无需动员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

下周一迎战德国女排

本报苏州5月28日电（记者 赵睿）今
天下午，中国队进行了40强赛开战前关键
的一次训练。入籍队员蒋光太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中国队对于每个对手都十分尊重。
他的这句话意味着中国队将全力以赴对待
与关岛队的比赛。据了解，中国足协高层在
赛事期间不动员，不讲话，以实际行动给中
国队“减压”。

中国队16点准时出现在训练场地，从队
员的姿态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状态正处于
上升期，张玉宁、阿兰在换靴的时候有说有
笑，接受采访的蒋光太和新闻官微笑着走向

媒体所在区域，整体氛围比较轻松。费南多
由于身体不适，缺席训练。
蒋光太刚过完生日，队内给他举办了小

小的庆祝仪式，记者问他许下的生日愿望是
什么，蒋光太笑着表示：“不能说，说了就不灵
了。”随后他补充说：“每个人都一样，队伍取
得胜利，自己有很好地发挥。”面对是否已经
融入到集体中的话题，蒋光太表示不只是自
己在广州队的队友张琳芃，中国队其他的队
友也给自己很多帮助。
过去几天训练，队伍进行了分组对抗，蒋

光太一直在被认为是主力的一方，即将到来

的40强赛，他大概率以主力中卫身份征战。
对此，蒋光太表示：“每位进入国家队的队员
都有自己的特点，教练组召入每个队员都是
有原因的，队员也会通过比赛证明自己的价
值。我不太在乎踢什么位置。”

由于朝鲜队退赛，整个40强赛的规则发
生了改变，在比较小组第二成绩时，中国队与
关岛队两场比赛的成绩很可能将被排除在
外，在某些程度上说中关之战有“鸡肋”之
嫌。需要指出的是，中关之战的结果对于中
国队获得本组第二名还是有很大关系。蒋光
太正色言道：“对朝鲜队退赛的事情有所了

解，我关注的是把第一场比赛打好。针对关
岛队有很多分析。上一场大胜他们并不意味
着可以轻视对手，我们尊重每个对手。”

大赛将至，中国足协、中国队都面临
着巨大挑战。与以往的做法稍有区别的
是，中国足协高层赛事期间不在中国队所
在的“红区”，他们在外围全力以赴为中国
队做好保障工作，也就意味着比赛前没有
“领导动员讲话”这个程序。用中国足协
人士的话说，中国队无需动员，每个人都
清楚 40 强赛打好了意味着什么，打不好
的后果是什么。

成为津门虎队守门员教练，是36岁的王
略第一次担任中超一线队的守门员主管教
练，2016年他在广州富力队退役后，过去几
年在富力一线队曾做过守门员助理教练，来
天津前，是富力梯队的守门员教练，他们的教
练班子里，主教练吴伟安是天津球迷的老熟
人，那个2004年到2011年，曾在天津泰达队
效力7年的“老广”吴伟安，比王略大4岁，王
略叫他“安哥”。
3月底，津门虎队集结在即，各种机缘巧

合，某一天，上午王略还在广东带着守门员训
练，中午就接到了津门虎队的邀约，当时他的
第一反应是——我没做过一线队守门员主管
教练，于指导敢用我吗？几乎没有犹豫，老家在
沈阳、出自当年广东宏远青训系统、职业生涯随
着曾经的金德队“一路演变”最终扎根广州的
王略，就决定要来天津闯一闯了，毕竟对自己
来说，这是身为教练迎着新的挑战又迈上了更
高的一个台阶，另外，他也想用努力来回报津
门虎俱乐部、主教练于根伟的这份器重和抬
爱。“安哥，我要去你战斗过的地方工作了。”王
略第一时间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吴伟安，“老广”的
反应基本是“一半惊奇，一半惊喜”。
王略说：“天津出优秀的门将，这是传

统，所以我来工作，还是有压力的，但是我必
须把这份压力转化成动力。我的工作目标

非常明确，滕尚坤、方镜淇，做好他们训练工
作，随时保证他们的状态能够适应比赛节奏
和登场需要，胡皓然不到22岁，很年轻，又
是天津孩子，我要带好他，把天津出优秀门
将的传统保持下去。”在描述津门虎队
教练班子组成的时候，主教练于根伟曾
不止一次提到“老中青结合”，36岁的王
略和34岁的张力，都是各具特点的
“青”，而王略的最突出特点，是一名“偏
实战”的守门员教练——3名门将都清
楚，王略带他们，每堂训练课各种角度的大
力出球起码有三百次，王略自己也乐在其中
说“我是队里最费鞋的一个”。

强化体能、磨技术，结合球队作的对手技
术分析，做好守门员环节的一系列细化准备，
包括细化到对手可能踢点球球员的技术特点、
出球方向、个人习惯……王略说，津门虎队必
须靠团队来争取好的比赛结果，所以教练组首
先必须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他用“太愉快了”
来形容这两个月在津门虎队的感受：“比如我
们每天训练完，教练组都加练，起码抢圈儿半
小时，这是我们难得的放松，从于指导脚底下
把球抢过来太难了。另外我们到哪里，都会有
球迷在陪伴我们，大家的这份支持，都在我们
心里呢，我一定付出120%的努力好好工作。”

本报记者顾颖摄影刘欣

“我是队里最费鞋的那一个”
——专访津门虎队守门员教练王略

“滕尚坤这两个月的整体情况是稳中有升的，包括他的体重，目前也是他这几年
来最低的，联赛前5场比赛属于正常发挥，而且比较稳定。其实一支球队的守门员，
首先要做到在他能力基础上稳定发挥，那种有时候在场上能得100分，有时候又只有
40分的守门员特别危险，另外这个位置，也不能太‘耍帅’。”这是津门虎队守门员教
练王略对门将滕尚坤的概括性评价，不知道和球迷们的认知是不是吻合。实际上，在
4月14日津门虎队正式对外公布“完整版”名单的时候，很多人端详这份名单，看到王
略的名字，脑子里都曾冒出过大大的问号——王略是谁？

本报讯（记者 梁斌）在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轮
的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泰国女排，收获球队在
本次赛事中的第二场胜利，三局比分为25：15、25：15、
25：23。此役，中国队四人得分上双，担任队长的张常宁
拿到全场最高的18分，天津选手王媛媛拿下14分，接应
栗垚得到12分，主攻段放得到10分。结束首周比赛的
中国女排以2胜1负积6分的成绩在16支参赛队中暂居
第七位。

此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张常宁、段放，副攻
王媛媛、杨涵玉，接应栗垚，二传姚迪，自由人王梦洁。
泰国女排和中国女排在实力上差距较大，比赛前两局，
中国女排均轻松获胜。第三局，泰国女排给中国女排制
造了一些麻烦，但关键时刻中国女排的表现更胜一筹，
最终以 25：23 赢下制胜一局。本场比赛，中国队在进
攻、拦网等技术环节占据明显优势，拦网得分以11：3领
先泰国队。

赛后，张常宁表示：“球队本场比赛的总体发挥还算
可以，但是在第三局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失误还可以
再减少一些，相信球队在后面的比赛会越打越好。”中国
女排将于北京时间5月31日 19：00对阵第四个对手德
国女排。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下午，在广东江门举行的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预赛B组四分之一决赛中，B1组头
名天津青年女排以3：0战胜B2组第四名河南青年女排，赢
得五连胜的同时晋级B组四强，三局比分为25：12、25：15
和25：13。天津队将在今日进行的B组半决赛中对阵B2
组第二名山西队，胜者将直接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
资格。

比赛伊始，天津队就用颇具攻击性的发球有效冲击
河南队的一传，然后抓防反机会得分，后半局球队继续
扩大领先优势，以25：12赢下首局。第二局，整体实力
占优的天津队以 21：13 领先，虽然河南队随后连扳两
分，但天津队抓住机会连得4分，以25：15再赢一局。第
三局，双方曾一度战至4平。天津队随后多次抓防反机会
得分，并在二传张馨月的发球轮中将比分改写为11：6。随
后的比赛，天津队继续发力，以21:12领先，此后在主攻
宋佳的发球轮中连得3分，以24：12领先。随着接应刘
鑫进攻得分，天津队以25：13赢下制胜一局。赛后，天
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德认为球队此役在发球环节上
发挥得不错，但在拦网上发挥一般，尤其是针对对手重
点进攻人的拦网并不是很成功。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B2组第二名山西队以3：0战胜B1组第三名、东道主广
东队。

此外，在昨日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青年组预赛
A组四分之一决赛中，A2组第三名天津青年男排以0：3不
敌A1组第二名江苏青年男排，三局比分为17：25、21：25
和19：25，无缘四强，也错过了第一时间获得全运会决赛阶
段的参赛资格，接下来球队还有机会争夺最后一个全运会
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约定采访当天，李喆回到网球中心找
队医刘大夫治疗伤病。过度疲劳，使得他
的小腿和跟腱都不太舒服。说来也巧，此
次采访时坐的地方，正是四年前天津全运
会赛后专访他的地方，那一天他落泪的场
景依稀就在眼前。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
他居然又坚持了四年，而且还越来越好。
他说，是对网球的爱，对梦想的追求，让他
放不下，所以要好好坚持。“打到现在，经济

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成
就感、挑战自我实现梦想的荣誉感，对我来
说才是更重要的。”

天津全运会后，外界都以为李喆要退役
了。当时毕竟已经31岁，没有人看好他的未
来。然而，四年一路走过来，他又焕发了职业
生涯第二春。李喆说，和以前相比，感觉现在
在场上打球更像个明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目标也更明确。“去年三月之前，我各方面情

况都挺好，疫情来了之后，在国内成绩不太
好，单打和双打各两次决赛都没有拿到冠军，
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了。当时我挺无助和伤
心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是方法不对吗？
没有头绪。去年直到又有参加澳网的机会
了，豁然开朗了。”

竞技状态逐渐回到正轨，中巡赛也开始
了，李喆终于迎来了检验成果的机会。“第一
站心气非常足，打得好。第二站时既有压力
也有疲惫，还有忐忑。因为在安宁红土场地
又是高原，不是我最擅长的，抱着学习和拼的
心态。转战日照，回到平原，调整的时间比较
短。以往这中间需要至少一周时间调整，而
这次来不及。没有沉下心来调整技战术去准
备比赛，有点儿自傲，没摆正心态，觉得在擅
长的场地没问题，但还有点儿紧张，结果单打
翻车了，给我敲响了警钟。好在马上意识到
并调整过来了，在双打中赢回来了。”

李喆的自律是出了名的，这也是即将年
满35周岁依然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关键。
之前的全运会预赛中，他的体测成绩处于第
一梯队。在陕西，他将开始自己的第五届全
运会之旅。本届全运会取消男女团体，混双
重新回归。届时，李喆将身兼男单、男双和混
双全部三项。混双携手徐一璠，二人坐稳头
号种子位置。男双再度与高鑫合作，二人目
前排名头号种子。男单居张之臻之后，位列
二号种子。“目标肯定是冲击金牌。混双第一
次和小徐搭档，她是双打高手，相信我们很快
能磨合好。双打之前就和高鑫一起。单打竞
争非常激烈，但我还是要全力去冲击。”明年
的亚运会，李喆非常希望能够第五次出战。
在职业生涯的尾声，李喆希望去挑战并实现
一个个目标。

本报记者苏娅辉文并摄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之前就曾经报道
过，天津先行者男篮俱乐部新的教练团队的
构成将是“外教主教练+国内知名教练+本土
年轻教练”的模式，当时俱乐部向集团上报的
预想是“外教凯撒+老教练张德贵+徐贵军”
的配置。昨天，俱乐部正式官宣64岁的张德
贵加盟教练团队。但他目前尚在国青队，何
时能够正式来津执教尚未确定。

俱乐部的官宣中，只是提到了张德贵教
练加盟天津队，并没有说明具体岗位。据悉，
他的合同是按照助理教练安排的。目前张德
贵尚在国青队任助教，虽然天津方面已经与
中国篮协打过招呼，但是张德贵何时能够来
津尚不确定。俱乐部已经与凯撒接触过，但
具体细节尚未确定。考虑到疫情防控等方面
存在着较多不确定因素，主教练能否很快到

位尚不好确定，官宣中未确定张德贵的具体
岗位，也是基于此，不排除让他“临时救火”出
任主教练的可能。

时德帅、孟子凯、田雨、史仪、张云梦、谷
泽浴几位征战全运会5人制篮球预赛的球员
假期延期一周，林庭谦随中国台北队征战亚
洲杯预选赛，其余队员将于5月31日晚之前
归队集中。

本报讯（记者李蓓）北京时间5
月27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
发布公告称，孙杨案重审已告结束，
仲裁结果最迟会在6月底公布。此
次仲裁结果将直接影响孙杨是否有
资格参加东京奥运会。

孙杨之所以获得第二次听证
会的机会，因为孙杨及其团队指
出，其中一位听证会法官曾发布关
于种族歧视的言论，听证会的结果
可能有失公正。基于这个原因，瑞
士体育仲裁法庭撤销了CAS对孙
杨的处罚，孙杨获得了第二次听证
会的机会。

孙杨案的二次听证会在瑞士当
地时间25日开始，本次听证会与第
一次听证会截然不同，采用的是视
频会议的形式闭门进行，不对任何
媒体开放。据之前CAS的官方消
息，本次听证会由瑞士人汉斯·纳
特、法国人扬·鲍尔森和比利时人伯
纳德·汉诺审理，可见听证会肯定是
公平公正的。

瑞士体育仲裁法庭的发言人表
示：“听证会已经如期结束了，正式
宣布结果的日期还不清楚，但最迟
也会在6月底作出。”东京奥运会的
游泳比赛将在7月24日进行。孙
杨是2019年光州世锦赛的冠军，如
果最终禁赛8年的处罚被推翻，他
可以获得中国队的奥运资格。

老将李喆第五次出征全运会身兼三项全力冲金

带着中国网球巡回赛安宁站男双冠军、男单亚军和日照站男双冠军的成绩，老将
李喆回到天津网球中心开始了全运会备战。这将是他第五次出征全运会，届时将在
男单、男双和混双三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法网女单资格赛昨天
展开决赛轮争夺，中国选手王曦雨在错失第二盘5：3的
领先优势，并错过两个发球胜赛局且浪费三个赛点的情况
下，以6：3、6（8）：7、6：3力克资格赛9号种子科恰雷托，职
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正赛，也是她继2019年美网后
第二次出战大满贯女单正赛。

科恰雷托与王曦雨同龄，世界排名第113位。之前
双方两次交锋，都是科恰雷托直落两盘获胜。此番再次
相遇，王曦雨三次破发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乘胜追
击以5：3接近胜利。但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中，非
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连丢4分被科恰雷托回破。之后
双方一路战至抢七，王曦雨在最后阶段发接发出现问
题，以8：10丢掉抢七。好在她及时调整状态，在决胜盘
以6：3锁定胜局，昂首挺进法网女单正赛。在之前揭晓
的法网女单正赛对阵中，王蔷首轮迎战谢淑薇，郑赛赛
首轮对阵西班牙人托莫，朱琳与28号种子佩古拉过招，
张帅迎战资格赛选手。

法网男单正赛签表中，“三巨头”德约科维奇、纳达尔和
费德勒在上半区“扎堆”，这在大满贯赛中还是首次，也让今
年的法网充满看点和变数。其中，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领
衔1/4区，与8号种子费德勒同区，3号种子纳达尔在2/4
区。梅德维德夫、蒂姆、西西帕斯、兹维列夫等近来表现抢
眼的新星则集中在下半区。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走进天
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王兰庄中心小
学，学生们对弈国际象棋的场面随
处可见，学校的墙面上、走廊里，国
际象棋的相关内容遍布每个角落，
也正是李七庄街这样浓厚的国际象
棋氛围，使得这里成为全国第二个
“全国国际象棋之乡”。

李七庄街从2009年开始正式
将国际象棋引入学校课堂。经过几
年的普及推广，国际象棋课程已开
花结果，成为李七庄街的标志性运
动项目。2014年6月，李七庄街被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授予“全国国际
象棋之乡”称号，成为了全国第二个
国际象棋之乡。随后，国际象棋继
续在全国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有包
括重庆市九龙坡区、深圳市龙岗区
等在内的全国九个“全国国际象棋
之乡”。

天津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天
津国际象棋队主教练宁春红介绍：
“‘国际象棋之乡’的考核标准非
常严格，当地政府及管理部门需出
台促进国际象棋项目普及的相关
政策，也要具备开展国际象棋普及
活动的各类专业人才队伍等，因此
李七庄街能够被授予这个称号，也
体现了国际象棋项目在该地区的
普及和发展。”

目前，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
所属的1所中学、3所小学、2所幼
儿园全部开设了国际象棋课程，累
计培训24165人次，拥有棋士等级
证书达 2483 人次，专业运动员 2
人。与此同时，“全国国象之乡”国
际象棋等级赛等品牌赛事的打造更
是为挖掘李七庄街的国际象棋人才
提供了平台，从而选拔、输送出优秀
棋手参加天津市乃至全国的国际象
棋比赛。下一步，李七庄街的国象
推广将走进家庭、走进社区、走进企
事业单位，让国际象棋在李七庄街
遍地开花。

全运会女排青年组预赛

天津队晋级B组四强

力克资格赛9号种子科恰雷托

王曦雨挺进法网女单正赛

孙杨案重审听证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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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建设“全国国象之乡”
让国际象棋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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