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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球赢下菲律宾队最后两战仍得拼

10 体育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责编:温卉

拥有多支西甲球队执教经验 5月30日已抵达中国

西班牙体能教练
胡里奥即将加盟津门虎

北京时间8日凌晨，世预赛亚洲区40强
赛A组的比赛中国队2：0战胜菲律宾队，在
本小组第二名的争夺中居于有利位置，进而
令谋求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二名身份进军12
强的计划柳暗花明。中国队后面还有两场比
赛，需要好好总结，以利再战。

赢球仍有信任危机
中国队上半场虽然占据70%以上控球率，

但7次射门无一打在球门范围之内，倒是菲律
宾队第20分钟、第33分钟利用反击险些敲开
中国队大门。半场过后，网络上一片质疑声。
下半场李铁调整打法，改阵形为433。第53分
钟艾克森得球后及时传给右肋部高速插上的
武磊，对方门将出击犯规，武磊点球首开纪录。
第64分钟，武磊跑动中半转身传球，右后卫唐
淼下底假传真扣左脚送出后点球，吴兴涵左脚
推射锁定胜局。坦白地讲，即便中国队最终获
胜，仍未能平息舆情的忧虑。

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叙利亚队3：0轻松
战胜关岛队，成为继日本队之后第二支跻身
12强赛的队伍。叙队目标是以全胜或不败

战绩出线，这样还可以为东道主阿联酋队助
一臂之力。对于中国队而言，最后一战容不
得半点大意。

“核武7”值得信赖
赛后，武磊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上

轮大胜关岛队的也是在打不开局面情况下，
由武磊创造了一个点球并主罚命中，他也因
此被评为该场MVP。本届40强赛至今，武
磊已经打入6球，尤其在最近两场比赛中高
压力下技术能力的充分发挥和良好心理素
质，让他真正成为中国队的“核武7”。
武磊恩师徐根宝关注了这场比赛，他认

为武磊在西班牙刻苦训练是保证其状态的主
要原因，“我跟武磊讲，不管有多少比赛机会，
你要保证训练质量不能降低，因为你的最终
目标就是回来帮国足冲击世界杯。”

下轮主力或将轮换
中国队下一轮对阵马尔代夫队，考虑海

湾地区溽热的天气，已经打了两场的主力阵
容存在轮换可能。李铁在比赛第77分钟换

上老将蒿俊闵是个信号，第83分钟用明天替下
唐淼，前者已连续两场替补出战，还有换上的尹
鸿博、阿兰、刘彬彬，他们都是下轮主力阵容的
人选。

在中菲之战前，中国队紧急更换了比赛23人
大名单，撤下韦世豪，换上刘彬彬，据悉，韦世豪有
拉伤之虞。最早是费南多伤退，如今韦世豪又伤，
中国队左边路遭遇了“魔咒”。好在吴兴涵、刘彬
彬“鲁能双星”的状态不错。

中超愿意再做“牺牲”
海湾地区的溽热没有对中国队构成根本影

响，比赛中队员没有体能下降过快的表现，中国足
协人士表示：“一方面是中国队备战很充分，另一
方面中超联赛给中国队很大支持，在时间并不宽
裕的情况下，中超每周一赛只打5轮，帮助队员拉
体能、找状态，起到重要作用。”

据了解，如果中国队顺利打进12强赛，中超
联赛不排除会作出进一步“牺牲”，各俱乐部也愿
意配合。中国足球的“内部练兵，一致对外”想法
在40强赛第二循环赛事上得到了践行。

本报记者 赵睿

本报讯（记者 李蓓）近日，CBA公司发
布了《2021—2022赛季CBA联赛球员选秀、
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对下赛季的
工资帽以及球员交易做出了明确的说明。按
照该《管理规定》，2021—2022赛季本土球
员工资帽上限为4400万元，下限由2200万
元降至1600万元，单一国内球员顶薪由上赛
季的800万元下调至600万元。选秀大会将
于7月18日举行。

根据上赛季注册公示情况，周琦、赵继
伟、孙铭徽、胡金秋等多名国字号球员的B类
合同在今夏到期。这些球员是否改换门庭成
为今年休赛期的焦点。

新赛季各队仍最多注册 4名外援，该

部分工资帽上限为500万美元，比上赛季减
少200万美元。每队拥有2名外援的优先续
约权，需在7月 12日—16日提交申请，其基
本工资等待遇不得低于2020—2021赛季标
准。外援优先续约时，无需再提高该外援薪
资的 10%。

此外，联盟还宣布选秀大会 6月 7日—
28日为预报名时间，年满 18岁且未参加过
CBA联赛者均可在CBA官网报名。而注册
参加过CUBA联赛的球员，则须年满21岁。
6月10日—30日正式提交纸质报名材料，联
盟将于6月30日—7月2日公示符合选秀资
格球员名单，选秀大会拟于7月 18日举行，
地点待定。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
中午，天津津门虎队乘坐高铁
前往济南，下午与山东泰山队
进行一场热身赛，之后晚上返
回天津。稍后，这场比赛的录
像，将传送给西班牙籍体能教
练胡里奥·路易斯·姆涅斯，以
便他全方位地了解津门虎队
球员们的情况。自从5月30
日抵达中国，今天是这名44岁
体能教练在静海区指定医学
观察隔离点接受隔离观察的
第11天，14天集中隔离观察
结束，再进行7天的“居家”隔
离观察，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一系列规定检测，确认结果正常
后，他就将正式开始自己在津门虎队的工作。

对今年3月底刚刚组建的津门虎队来说，除了队伍人员
班底需要逐步充实、完善之外，体能也曾经是困扰他们的最大
问题，甚至可以说，津门虎队显而易见是一支需要靠整体去
“战斗”的队伍，充沛的体能始终是最需要的保障。基于此，津
门虎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引进一名高水平体能教练的目标，
在确定了胡里奥这名人选后，更是克服各种困难，以最快的速
度，为其办理一系列相关手续。

拥有西班牙卡斯蒂亚大学高性能和体育训练专业硕士学
位的胡里奥，2019年获得了欧足联最高级别职业教练员证
书。过去十多年中，曾在西班牙巴列卡诺一线队、格拉纳达一
线队、拉斯帕尔马斯一线队，以及墨西哥甲级联赛蓝十字一线
队等球队担任主体能教练，此番来津门虎队之前，他在巴列卡
诺队工作了3年。虽然仍在隔离观察过程中，但是胡里奥最
近一直和球队保持联络，根据相关资料和数据熟悉队员们的
情况，并对训练计划给出自己的建议。

随着胡里奥的到来，球迷们恐怕会更为期待津门虎队利
用二次转会机会引进的新外援也能够尽早到来。实际上涉及
这个问题，最焦急的是俱乐部和球队。由于不同国家的新冠
疫情具体情况不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签证审核要求、发放
情况，以及时间长短有很大区别，因此关于几名外援的问题，
一方面俱乐部几乎每天都在与经纪人包括外援本人进行联
系、跟踪进度；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不可抗力”也只能保持耐
心，甚至还要随时做好突发状况临时调整计划的预案，还是那
句话，每一名最终加盟津门虎的外援，他们的“来时路”无疑都
走得异常艰难，就像胡里奥能够来到中国，不为人知的故事也
有很多很多。

本报讯（记者 梁斌）就在2021年世界
女排联赛激战正酣之际，中国女排东京奥
运会同组对手——美国女排昨日宣布了球
队东京奥运会12人的参赛名单，这也是奥
运会女排各参赛队中最早公布12人参赛
阵容的球队，产后复出的副攻大将阿金拉
德沃入选。
美国女排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已经

取得八连胜的骄人战绩，不仅暂居积分榜首
位，而且世界排名也超过中国女排升至第一
位。美国女排12人的奥运会参赛名单为主
攻拉尔森、罗宾逊、巴奇、希尔，副攻奥格博
古、华盛顿、阿金拉德沃，接应德鲁斯、汤普
森，二传波尔特、汉考克，自由人奥兰特斯·

王。无论是一传保障环节，还是进攻环节，美
国队的4名主攻技术都足够全面，且拥有世
界一流的进攻水准。3名副攻奥格博古、华
盛顿、阿金拉德沃不仅拦网能力突出，而且在
进攻上也是各有特点。两名接应德鲁斯和汤
普森各有所长，德鲁斯拉开进攻速度很快，汤
普森则是力量出众，二人优势互补，有望轮番
主打，成为美国女排改变进攻节奏的两枚重
要棋子。两名二传波尔特和汉考克凭借近期
更为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得以入选。自由人奥
兰特斯·王在本次世界女排联赛中，展现出不
俗的一传和防守实力。同处东京奥运会女排
B组的中美两队将于7月27日在小组赛第二
轮中交锋。

美国女排率先公布奥运会参赛名单 CBA推出新政加码限薪令

治理“三害”的思路
接着，张庄“下马台”大面积

封沙试验也乘势而上开工，周围
几个村的群众大干一个多月，把
毗邻几村的 17 个沙丘共上千亩
地，全部盖上一层半尺厚的淤
泥。此后，张庄多次历经七级以
上大风，封闭的沙丘再也没有飞
沙扬尘。
翻淤压沙试验成功后，县委在

赵垛楼召集沙区 45 个大队党支部
书记，推广两个村翻淤压沙经验。
焦裕禄组织查摆风沙危害，给风沙
综合梳理了六大罪状：其一，扒坟掘
墓；其二，逼人搬家；其三，填平水
井；其四，堵塞河道；其五，打毁良
田；其六，害人眼睛。焦裕禄所列风
沙的第六宗罪，是指当地人易患沙
眼病，征兵时很多适龄青年因此被
淘汰。
现场会后，全县迅速掀起群众性

治沙高潮，奋战一个冬春，封闭了危
害最大的16600亩沙丘，种上槐、杨
等乔木和灌木。焦裕禄说：“沙丘危
害兰考人民千百年，现在我们给它
‘贴上膏药’‘扎上针’，风沙再也不
能作威作福了。不过，从治病的角
度来说，这还只是个救急的办法，
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他评价
三项治沙措施说：“造林固沙，百年
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
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才能根治
风沙危害。”
一位孝子的护坟创举，照亮了

兰考锁住风沙绿化荒原的道路。至

此，焦裕禄治理“三害”的思路已然成
形：植树造林、翻淤压沙，锁住危害百姓
千百年的风沙；疏浚河道、开掘水渠，通
过排水减轻盐碱对农田的危害；林粮间
作、涵养生态，建设林茂粮丰的兰考新
家园。攻坚突破口爪营公社张庄村，成
为兰考除“三害”前沿阵地和试验场。

1963年9月17日，兰考县委发出《关
于建立治理沙、碱、水办公室的通知》，明
确在县委除“三害”领导小组领导下，县委
设立办公室，卓兴隆任主任，其他八人分
别负责治沙、治碱、治水工作，并要求各公
社上报治理“三害”领导小组成员和负责
日常工作人员名单。县、社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及专管队伍的建立，使兰考“三害”治
理有了头脑敏捷、躯干健全、手足灵活的
组织领导机构。

同月，兰考县委给开封地委和河南省
委报送了《关于排涝治水的报告》，报告8
月2日至8日，兰考连降400毫米大雨，过
水面积35万亩，水围村庄150个，降雨量
比涝灾严重的1962年同期增加一倍。但
由于7月底前全县完成骨干排水渠3条，
支渠190条，正修复12条老渠，雨水下泄
很快，因涝绝收的“死洼地”仅6万5千亩，
比1962年减少5万7千亩，预计收成好于
去年。

小回知晓暗室用途
小回觉着新鲜，环顾了一下问，

弄这个暗室是干嘛用的。来子这才
告诉她，当年闹过一场兵乱，街上的
买卖铺子都让乱兵抢了，这些年也
一直不太平，他一接手这铺子，就修
了这个暗室，为的是预防不测。小
回眼尖，看出这铺子好像有人住
过。来子就把王麻秆儿的儿子王茂当
年的事，告诉了小回。

这次申明和田生来，来子本不想
告诉小回。来子经历了当年王茂的那
一场事，就已知道了，申明和田生他们
干的这是掉脑袋的事。倘小回不知
道，也就没危险，一旦知道了也就被卷
进这件事里了。来子当初跟小回说这
暗室的事时，不知申明他们还会来，现
在再想，就后悔把这些事告诉小回了。

这几天，来子又反反复复地想，小
回这么机灵，既然前面的事她都已知道
了，现在申明和田生又住在暗室里，经
常出来进去，时间一长肯定也瞒不过
她。再想，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万
一申明和田生有事，她也能帮上忙。一
天晚上回到家，就还是把这事跟小回说
了。小回一听挺兴奋，但又想不出申明
和田生这两个人是干嘛的。来子说，不
该问的，咱也别问，不过要我看，他们在
外面干的事，应该跟日本人有关。

小回问，您的意思，他们是给日本
人做事？

来子说，反了，应该是打日本人的。
小回“哦”一声，这才明白了。
小回再来铺子，也就一直注意后面

墙边的这个货架子。来子为了搬着方

便，这货架子上没搁东西，还故意让上面
落了一层土，看着就像长年不动的样子。
申明和田生出来进去，都是用手抠着这货
架子的底下搬，尽量不碰上面的土。
一天下午，铺子里没人，前面柜上只

有一个伙计。小回正坐在账房里绣鞋面
儿，账房敞着门。这时，就见一个生脸儿
的年轻人走进来。小回从窗户已经看见
了，这年轻人不是一下进来的，他先在外
面的铺子门口走过去，过了一会儿又走回
来，在门口站了一下，才进来。这时铺子
里没人，站柜的伙计用两个胳膊肘儿拄在
柜台上，一下一下地冲盹儿。这年轻人一
进来就快步朝后面去了。小回立刻明白
了，放下手里的绣绷子，也跟着过来。
这时，这年轻人已进了暗室，正往回

拉货架子。小回跟过来，刚要帮他把这
货架子搬回原来的地方，里面的年轻人
一伸手把她拉进去，又拉过货架子，回手
关上门，接着就用胳膊勒住她的脖子。
这一连串的动作也就一眨眼的工夫。小
回已经吓蒙了，没想到这年轻人的手这
么快。这时，年轻人也已发现这是个女
孩儿，才慢慢松开手。
小回还惊魂未定，看着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问，你是谁？
小回说，我叫小回。

86 52 接受电灯
就是这样一支荒诞的队伍，慈禧

太后坐在豪华车厢里却特别高兴。
她很喜欢这列“火车”，坐在宽敞的车
厢里能够品茶，吃点心，还能来回走
动，比乘坐“凤辇”舒服惬意多了！她
下榻于中南海仪鸾殿，到勤政殿召见
大臣议政，中午散朝回到海晏楼更
衣，午膳、午休，每日里往返都爱乘坐那
列没火的“火车”。太监们也很高兴，虽
然他们还得拉着“纤绳”步行，但总比肩
扛大凤辇负重要轻省多了。

紫光阁小铁路上虽说是一列放着
蒸汽机车头不用、令人捧腹的人拉火
车，慈禧太后仍然亲身感受到了近代
化交通运输的便利快捷。百闻不如一
见，铁轨的平滑、车轮的精巧、车厢里
的舒适，绝不是凤辇、肩舆、轿子、马车
可以比拟的。逐渐地，她顶住了守旧
派大臣们施加的压力，改变了对修筑
铁路的犹豫态度。铁路建设终于加快
了进程，京奉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
路，相继在神州大地上开通。

紫光阁小铁路在清宫运行了十几
年，1900年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野蛮
士兵把它拆毁了。如果能够留存下来，
安装上火车头，往返于故宫、北海、中南
海之间，倒是一条不错的旅游观光路
线。历史留下的“可惜”二字太多了！

似乎只有电灯是个例外。
电灯进入清宫的时间虽然比欧
美晚了8年，相比之下脚步还
算是快的。1880年，欧洲人使
用了电灯，美国人爱迪生发明
的电灯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清宫能够接受电灯，可能因为皇宫多
为木结构古建筑群，特别需要防止火灾，
先前各宫各殿均使用烛火或煤油灯是非
常危险的。修葺扩建颐和园时，不知哪位
能言善辩的维新派大臣舌战“群顽”获得
准奏，以向慈禧太后祝寿为由在颐和园安
装了电灯、电线和发电机，那是在中国北
方较早用上的照明设备。
颐和园昆明湖畔有一道著名的雕梁

画栋长廊，长廊上接通了一串灯泡，到了
晚上，廊上的彩画熠熠生辉，映在湖中的
倒影更是缤纷闪烁光影摇曳，那真乃“疑
是银河落九天”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西
方工业发电技术在清宫取得这一辉煌业
绩之后，并未能继续扩大战果。电灯优于
油灯、烛火是那样明显，以致再怎么保守
的大臣也未再参奏取缔电灯，然而他们似
乎下决心只把这一进步看成是个孤立的
“贡品”，拒绝举一反三引进其他先进的西
方技术。但是，不管怎么说，“老佛爷”接
纳了电灯，古老的“中央帝国”才逐渐踏上

了结束烛火、油灯的时代步伐。
那个“逐渐”的进程是非常缓慢
的，直到一百年以后的 20世纪
末，中国政府才完成了“村村通电
灯”的光明工程。
墨守成规，闭关保守，误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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