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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冰壶锦标赛落幕

天津男子二队摘金创历史
后勤保障团队安排细致入微

国足把沙迦变“主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二次转会”即将开启

各俱乐部选援越来越谨慎

本报讯（记者赵睿）身在境外，一觉醒来
之后吃到可口的中式早餐是什么感觉？中国
队昨天感受到了备战后勤保障团队细致入微
的安排，在下榻酒店的独立餐厅里吃上了热
腾腾的小馒头等纯中式面点，代表团其他成
员则被安排在另外一处餐厅进餐，严格落实
防疫要求，为中国队创造最有利的备战环境。
中国队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时穿着整套

防护服，一直到沙迦的驻地才脱下，同机的关岛
队每人戴一个口罩，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我们
对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位于阿联酋沙迦的
驻地酒店在中国队到来之前，按照要求给整座
大楼进行了全面消杀，而且是两次。中国足协
副秘书长、国足40强赛防疫组组长戚军透露：
“我们要求来接队伍的司机要提前进行核酸检
测，确保没问题之后再来为球队服务。”其实，与
队伍相比而言，后勤保障、防疫等团队的工作也
很辛苦，当地时间3日午夜时分，队员已开始休
息，装载着各类装备的车辆才抵达驻地。另据
了解，中国队比赛的沙迦体育场根据中国足协
的要求，重新进行装饰、更换广告背景板，修剪
草坪和场地画线。

正是得益于细致的工作，中国队在赛事
临时易地之后没有被打乱阵脚。虽然各方面
条件跟苏州肯定没法比，但不得不说，在如此
仓促的情况下，中国足协已经调动了一切可
以调动的资源，想方设法让中国队在沙迦感
受到“主场”的氛围。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沙迦的室外温度已
经达到3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45摄
氏度。考虑到当地天气的酷热，中国队教练
组决定上午在酒店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全
队的首次室外训练安排在当地时间晚8点
（北京时间5日凌晨）进行，这个时间也与中
国队3场比赛晚上9点开始的时间相近，有
助于队员尽快调整兴奋点。叙利亚队与马尔
代夫队的比赛当地时间4日晚8点开球。中
国队教练组的技术分析人员赴赛场关注两队
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叙利亚足协一直在游说亚足联，希望A
组余下比赛能对球迷开放，特别是允许叙利
亚球迷进场观看。据了解，作为承办方的中
国足协目前并没有这种打算，从防疫方面考
虑，中国队3场比赛将空场进行。

本报讯（记者顾颖）北京时间昨天中午时
分，亚足联官方宣布，悉尼FC、墨尔本城和布里
斯班狮吼退出本赛季亚冠联赛，受全球疫情影
响，澳大利亚的3支球队全部退出，给亚冠联赛
东亚赛区的小组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截至目前，亚冠联赛西亚区的小组赛已经

结束，东亚赛区小组赛将在本月开战，原本对亚
足联而言，困难重重、变化多多的亚冠，涉及参
赛球队方面，之前一直出现各种状况的是中国
足协所属的几支中超球队，比如上赛季的中超
冠军江苏队“消失”、山东队被剥夺参赛资格、上
海海港队递补等等，如今澳大利亚足协所属各
队集体退出，则相当于是又一次“重击”。由此
推演，布里斯班狮吼退出后，海港队附加赛的对
手确定为菲律宾球卡雅队，墨尔本城退出后，广
州队首战对手确定为日本大阪樱花队。
按照正常理解，比如，上海海港队的附加

赛对手变成了菲律宾的球队，这算是一种利
好，大大增加了球队取胜进入正赛的机会，然
而问题是，国足出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40强赛的征途中各种曲折，本赛季中超
联赛也因此支离破碎，出现一连串的不确定
性，再加上亚冠联赛小组赛的时间，和中超
联赛后续比赛时间可能存在重叠，即使中
超联赛第一阶段后半程比赛推迟开赛，时
间重叠不再是问题，球队返回国内后，也仍
然需要医学观察隔离，这种局面下，无论是主
观战意，还是客观情况，都导致参赛的3支中
超球队，依然无法将亚冠当做本赛季的工作
重点，派出预备队或者替补阵容参赛，好歹算
是“给亚足联面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参

赛队，用不同的方式对亚冠做出了选择，眼下
亚足联也只能寄希望于日本、韩国的参赛队
不要再出现什么问题，能够保质保量参赛，否
则本赛季亚冠联赛东亚赛区的比赛将更加
“惨不忍睹”。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世预赛南美区进行了第七轮的
较量。阿根廷队主场对阵智利队，梅西打入了一粒点球，不过
双方最终还是以1：1握手言和。

阿根廷队本轮遭遇了老对手智利队，在连续两次美洲杯
决赛都输给这支球队后，阿根廷人充满了斗志。这场比赛，两
队并没有制造出太多的射门机会，由于拼抢激烈和犯规次数
太多，导致比赛并不连贯。第23分钟，阿根廷队获得了点球
机会，梅西主罚命中。不过第35分钟，智利队利用任意球配
合由桑切斯将比分扳平。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对于梅西来说，这场比赛具有纪念意义。这是梅西第
143次代表国家队出场，目前排在队史第二位。此外，他在国
家队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72球，排名队史首位，而且这是他
连续16年为阿根廷队取得进球。尽管外界指责梅西无法为
阿根廷队带来冠军，但从数据来看，梅西对于阿根廷足球实在
是太重要了。

由于这是马拉多纳去世后阿根廷队进行的首场比赛，赛
前还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阿根廷队球员集体身穿10号球
衣，胸前还印着马拉多纳的照片。梅西赛后说：“我们都知道
阿根廷国家队对马拉多纳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和我们同在。
这是非常特别的比赛，我们都非常怀念他。”

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陕西西安进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游泳项目测试赛暨东京奥运会补位赛，昨天结束了第四
决赛日争夺，依然没有选手抢到奥运A标。在最受关注的男
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选手何峻毅48秒72夺冠，离奥
运A标差了0.15秒。令人不解的是，上海选手陈超奇竟然在
该项目中用蝶泳姿势全程参与比赛。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B组决赛里，陈超奇被排在第一道
出发，就是离镜头最近的一道。可以明显看到陈超奇出水之
后，就用蝶泳姿势进行比赛。虽然前半程游得还挺快，但现代
蝶泳和自由泳在速度上毕竟存在明显差距。后半程也不打算
换姿势的陈超奇，最终以53秒97获得B组第八名。同组的
天津选手杨金潼以49秒58排名第一。最终在该项目中，何
峻毅以48秒72夺冠，潘展乐49秒02获得亚军，侯钰杰49秒
15第三，余贺新名列第八。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奥运A标是2分08秒43，此前达
标的中国选手是张雨霏、俞李妍和张一璠。最终，预赛第一的
浙江选手尹嘉禾以2分11秒5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仰泳
决赛，奥运A标是1分57秒50，此前达标的是徐嘉余。最终，
湖北队的王宇天以2分01秒04夺冠。女子800米自由泳快
组决赛，奥运A标是8分33秒36。此前达标的是王简嘉禾、
李冰洁和侯雅雯。河北队孙嘉珂8分45秒63最终获得冠军。

本报讯（记者梁斌）朱婷、颜妮、袁心玥、丁霞、龚翔宇、李
盈莹等多名中国女排队员昨日从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启程前往
意大利里米尼，参加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她们预计将于今
日抵达赛区。

根据世界女排联赛的规则，每队在间歇期有一次更换大名
单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这几名队员有望在6月12日中国女
排对阵荷兰女排的比赛中出场。本届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
主帅郎平大胆起用替补队员和新人，希望锻炼队伍，从中选拔出
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但球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在此前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先后不敌日本队、加拿大队和土耳其
队，目前的战绩是3胜3负积9分，暂时排名第八位，争夺前四的
难度越来越大。根据赛事规则，只有在单循环比赛后排在前四
名的球队，才能进入四强淘汰赛进而争夺最后的冠军。在6月6
日至8日举行的第三周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将先后对阵比利时
队、塞尔维亚队和巴西队，朱婷等队员也要等到这周赛事结束后
才能与球队会合。以朱婷为首的主力队员的到来，可以在各个
环节加强目前这支中国女排的实力，中国女排目前需要更多的
胜利来重新调整自己，达到通过本次比赛更好地备战东京奥运
会的目的。

2021年法网开赛至今，最大的焦点莫过
于大坂直美。她先是在抽签仪式之前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法网期间不参加任何新闻发布会”
的决定，接着说到做到首轮过后直接离开赛
场。在因此接到1.5万美元罚单甚至被四大满
贯联合声明“再这样将被集体禁赛”后，她更是
直接宣布退出法网。虽然目前她还在温网报
名名单中，但在温网不会给她“不参加新闻发布
会特权”的大背景下，她是否参赛还是未知数。

大坂直美拒绝参加新闻发布会的理由是，
希望赛事组织者能够关注球员的心理健康问
题。因为同样的问题被来来回回地问着实无
聊，她更不想去应对那些让自己产生自我怀
疑的质疑。自2018年美网以来已陷入到抑
郁当中的她，想以这种类似于逃避的方式保
护自己，让自己能够在安静的世界里安心备
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做法可以理
解。在高强度、高压力的职业赛场上，每天都
要面对输赢。作为个人项目，“独自上场”的球
员要自己面对和化解一切。胜负都和积分、排
名、奖金、商业价值等息息相关，在心理上很
难找到缓冲点也是常事。特别是作为明星球
员，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甚至被放大、演绎，
还可能被误解。大坂直美不想再承受比赛之外
的无谓压力，于是她选择了“逃避”——不参加发
布会，少听些让人心烦的话。

显然，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逃避让大
坂直美陷入了风波中，有人称她是“被惯坏
了”、“恃宠而骄”。包括纳达尔、蒂姆、梅德韦
杰夫、斯瓦泰克、巴蒂等大牌球员都作出了回
应：理解、尊重、但不支持。毕竟，欲戴王冠，
必承其重。据美国经济杂志《福布斯》最新报
道，大坂直美全年收入为6000万美元，创女
运动员史上新高，远高于去年其创下的3740
万美元纪录，其中广告收入占到5500万美
元。目前，与她签约的赞助商超过20家。广
告收入高于大坂的运动员均为男性，也仅有

费德勒、伍兹和勒布朗·詹姆斯三人。如此高
额的商业代言，显然也有媒体宣传的功劳。
而媒体也是网球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配合媒体采访也是网球的一部分。
费德勒一次次被追问何时退役，小威面对

着何时拿下大满贯24冠
的无数次问询，他们不烦
吗？但还是要客气回
应。当然，他们经历了无
数历练，毕竟大坂直美还
太年轻。其实，大坂直美
可以采取温和一些的方
式。比如，向WTA和赛
事主办方反映问题，商量
解决之道。或者寻求心
理咨询方面的帮助，以调
节自己的内心。当然，从
媒体的层面来说，也应该
相应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多花些心思去了解项目和球员，同时培养共情
能力，在提问时注意语言技巧。别一张嘴就把
话题聊死了，让人觉得很不爽。疫情之下，世界
网坛能够重启着实不易，球员们也希望外界能
够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本报记者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世预赛亚洲区
40强赛进行了第6轮的较量。本轮战罢之
后，在各小组第二名的排名中，中国队以4分
的成绩排在第七位，不过出线主动权依然掌
握在自己手中。

在40强赛的A组中，由于叙利亚队积
分领先优势很大，中国队只能寄希望于以成
绩最好的第二名出线。昨天，在几场事关中
国队出线的比赛中，伊朗队3：1战胜中国香
港队、阿联酋队4：0大胜马来西亚队、澳大利
亚队3：0战胜了科威特队。伊朗队和阿联酋
队取胜增加了中国队的出线难度，不过科威
特队输球绝对算是一个好消息。

在各个小组第二名的积分榜上，阿曼队
4战9分，伊拉克队4场8分，黎巴嫩队3战7
分，科威特队5场7分，阿联酋队4战6分，乌
兹别克斯坦队3场6分，中国队3场4分，塔
吉克斯坦队4战4分。尽管中国队目前只排
在了第七位，但身前的阿联酋和科威特队都
是多赛一轮或两轮，而且只领先中国队2分
和3分，出线形势依然比较混沌。

从目前的积分形势来看，即使各个小组
第二名全部赢下后面的比赛，那么也只有黎
巴嫩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阿曼队和伊拉克
队4支球队的分数超过13分。只要中国队
接下来在后面三场比赛中取得全胜战绩，那
么就可以在第二名的积分榜上排到第五位，
这样将获得出线资格。也就是说，中国队的
出线主动权依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报讯（记者谢晨）2020—2021赛季全国冰壶锦标赛日
前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落幕，由张以扬、杨博昊、张轶乔、
李洪臣（替补李禹辰）组成的天津男子二队在决赛中以7：2战
胜哈尔滨一队，勇夺男子组冠军，这也是天津冰壶队在全国最
高水平赛事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本次全国锦标赛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吉林、
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21个参赛单位的71支队伍参赛，参赛
教练员、运动员共265人，参赛人数也创造了全国冰壶比赛的
历史之最。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和复赛赛制，天津冰壶队共派
出两支男子队伍、一支女子队伍和两支混合双人队伍参赛。
天津男子二队在小组循环赛中先后战胜了内蒙古一队、哈尔
滨二队、湖北队、哈尔滨体校三队、上海外经贸队，以小组第一
名的成绩晋级复赛阶段。由于小组赛阶段的出色表现，天津
男子二队直接获得半决赛席位，并在半决赛中以9：5战胜黑
龙江一队，强势晋级决赛。在决赛中，天津男子二队发挥平
稳，最终迫使传统强队哈尔滨一队在第八局以2：7落后时提
前认负。

此外，天津女队获得了女子组第五名，天津混双一队获得
混双项目第九名，再加上获得男子组冠军的天津男子二队，三
支队伍跻身本次比赛各自项目的前12名，也都获得了参加
2020—2021赛季全国冰壶冠军赛的资格，冠军赛将于6月5
日至13日继续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举行。

本周，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给上海申花
俱乐部发出了一张“判罚函”，要求他们在一
个月内，向前主帅弗洛雷斯支付拖欠的报酬
和违约金，总额折合人民币高达1亿元人民
币。且不说当初弗洛雷斯离开申花队的时
候，俱乐部对外的说法是“因个人原因”，接下
来可以想见，申花俱乐部一定会就此事上书
国际足联“掰扯掰扯”，只单说这1亿元人民
币，已经足够令当下的中国足球圈内哗然，因
为现今的中超联赛大环境中，绝大部分俱乐
部都把降低投入、压缩开支当做重点，1亿元
人民币，是一家俱乐部赛季投入的二分之
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一个“钱”字，放
在任何一家俱乐部，都是大问题，如何把可支
配的赛季预算花好，也考验着各家俱乐部的
当家人。

哪怕只倒退3个赛季，那时候对中超阵
营中的三分之一左右俱乐部而言，拍出高额
转会费买高身价外援，还都不是问题，为一名
志在必得的外援，单个赛季付出一、两亿元人

民币的代价，还完全不在话下，即使是彼时的
小成本俱乐部，单个赛季用于外援引进、工资
支付的预算，以亿元计算同样很正常，然而
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
“这个球员是自由身……”目前活跃在中

国职业足球圈中的各路经纪人都有体会，这
句话，差不多是他们本赛季向“有业务往来”
的俱乐部推荐外援时的固定话术，或者说算
是敲门砖、先决条件也可以。换个角度说，经
纪人们在如今的联赛环境中，要是还想做成
外援生意，只有去挖掘“零身价”的自由身球
员，才有尝试的余地，否则任凭球员本人如何
出色，推荐到俱乐部，也几乎是“免谈”的。截
至4月12日本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关闭，16家
中超俱乐部中，“零投入”引援的有10家左
右，即便是像深圳足球俱乐部这样连续多个
赛季大手笔引援的俱乐部，本赛季人员引进
方面的花费，也只有几千万元人民币。成批
的高身价外教、外援离开中国，新引进的外援
普遍只有欧洲二级联赛水准，使得中超前5

轮比赛过程中，舆论一致在沮丧比赛的含金
量、观赏性断崖式下降，但是这才是更切合中
国足球职业联赛现实的局面。

从时间上推算，联赛的夏季转会窗口
即将打开，包括天津津门虎队在内，有多家
俱乐部正在运作新的外援加盟，这些计划
引进的外援，一方面都将以自由身加盟球
队，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共性的现象是，俱乐
部在通过经纪人与这些外援商讨工作合同
细节时，对包括合同期长短在内的诸多自
我保护环节，普遍非常在意和坚持。更直
白地说，为了避免球员签长约可能带来提
前解约的经济损失，俱乐部在发出工作邀
请函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谨慎，认可一份
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利于俱乐部的工作合
同，也成了外援谋求来中国工作的前提。
当然，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无论计划引进
的外援身在何处，完成手续让他们顺利来
到中国，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其实眼下大多数俱乐部“省钱”是共性的
思路，不仅体现在外援流动方面，国内球员的
流动也是如此。在这个歇赛期中，一些“人员
储备过剩”的俱乐部，本着减负的目的，都在
主动与其他俱乐部联系人员输出，而一旦能
够达成意向，所谓的“租借费”一般都是象征
性的，最基本的诉求无非是球员本人有球可
踢、“下家”能够担负球员的工资。个别俱乐
部面对自家合同期内无法进入主力阵容的高
薪球员，甚至愿意接受与“下家”共同负担其
工资的条件，以求降低负担和开支。

就在上周，国家体育总局对外发布了
《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
作的指导意见》，对未来中国足球发展作出
了很多具体的规划，在冷静中变革势在必
行，而作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龙头，中超
联赛、中超各俱乐部，首先必须保证在震荡
期中平稳“活下去”，之后才是如何更好地
在变革中迎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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