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杯特殊赛制制造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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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 击败俄罗斯队
丹麦绝境中晋级淘汰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4：1击败
俄罗斯队，丹麦队取得一场大胜的
同时，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二，顺利
晋级。这个夜晚，除俄罗斯球迷外，
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为丹麦队的
胜利而欢呼雀跃。

埃里克森出院后，第一时间造
访了丹麦队的训练基地，看望和鼓
励队友们。队长克亚尔在和埃里克
森的交流中向他作出承诺，球队会
争取晋级到淘汰赛。在球队晋级之
后，埃里克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
布了球队的照片，并且在图片上添
加了6个丹麦国旗图案和4个鼓掌
喝彩图案。

此役，达姆斯高为丹麦队首开
纪录，随后波尔森利用对方后场传
球失误再下一城。在俄罗斯队通过
点球机会扳回一城后，克里斯滕森
和迈赫勒双双取得进球，最终丹麦
队4：1击败对手。当然，丹麦队也
必须感谢比利时队，在同组另外一
场比赛中，2：0击败了芬兰队，这样
他们才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丹麦队能够续写童话故事，有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三场小组赛，
丹麦队都在哥本哈根公园球场进行，
主场作战让他们具备了很强的战斗
力。即使在首轮比赛中意外翻车，因
为同组有比利时队这样的“大魔头”
在，保证了丹麦队最后一轮取胜就可
以顺利晋级。
三轮比赛后，俄罗斯队、芬兰

队和丹麦队同积3分。三队胜负关
系连环套，末战捞到3个净胜
球的丹麦队凭借这一优势获得
小组第 2，奇迹般出线。
他们淘汰赛的对
手是威尔士，而
丹麦队也成为欧
洲杯史上第一支
输掉前两场小组
赛之后晋级淘汰赛的球队。
在B组的比赛中，荷兰队3：0大

胜北马其顿队，三战全胜名列小组头
名；奥地利队1：0击败乌克兰队，三战
两胜一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两队
携手出线。乌克兰队积3分排在第三
位，能否晋级还要所有小组赛结束后
才能确定。

确保国足征战12强赛

中超赛程或将面临全新调整

足协再启留洋计划欲造“一批武磊”

本报讯（记者申炜）昨天，美洲杯小组赛
上演了第三轮的较量。阿根廷队1：0击败了
巴拉圭队，目前排名A组榜首，提前晋级八
强行列。由于本届美洲杯的赛制比较特殊，
导致精彩比赛不多，甚至连梅西出战的比赛
都让人昏昏欲睡。
阿根廷队和巴拉圭队的这场比赛，开场

仅仅9分钟，戈麦斯就射门得手。随后，两队
再无进球，最终阿根廷队1：0击败了对手。
这是梅西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的第147场
比赛，与马斯切拉诺一样成为代表国家队出
场最多的球员。
此役，阿根廷队踢得相当保守，在比分领

先之后就选择回收。全场比赛，阿根廷队在控
球率和射门次数上都落后于对手，甚至拿到控
球权也不愿意组织进攻，让人大失所望。梅西
此役的表现也让人不太满意，从他在场上的积
极性方面就能看出端倪。
本届美洲杯的赛制相当特殊，10支球队

被分为两个小组，垫底的球队被淘汰出局，其
他球队晋级八强。由于没有太大的晋级压
力，导致很多比赛都踢得相当乏味，球员们消
极的态度导致进球数偏少。除了东道主巴西
队之外，其他球队没有太多的进球欲望。
新冠疫情也在严重影响着美洲杯的进

行。自开赛以来，新冠确诊病例已经升至
140例，其中42例来自各个国家队，另外97
例来自赛事服务人员。目前已有半数参赛的
国家队中出现新冠确诊病例。梅西本人对赛
程期间的新冠感染情况感到担忧，“每个人都
有感染的可能，我们在努力小心注意，但依然
会发生感染事件，在一些情况下单靠我们自
己实现防护是不够的。”
此外，智利队6名球员在大赛期间卷入

了桃色事件，不过当事人之一的比达尔对外
否认。此前，比达尔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让
理发师进入了球队下榻酒店，由于违反了防
疫要求，被罚款3万美元。

本报讯（记者 梁斌）由中国健美协会指
导，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市体育总会主办，天
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天津市
健美运动协会、北京市健美协会、河北省健美
协会共同承办的“体彩杯”天津市“我要上全
运”首届社区运动会暨第八届市民运动会健
美比赛、第七届京津冀健美邀请赛，日前在天
津天士力国际会议交流中心举行，近200名
健美选手及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健美爱好者
现场展示了健壮而富有美感的身型。
本次比赛设置有健美男子成年组、女子

健体、男子健体、比基尼健身、男子健身模特、
女子健身模特等多个项目共22个级别的比
赛。最终，于凯获得男子健体全场冠军、赵栗
俪获得比基尼健身全场冠军、维加斯获得男
子健身模特全场冠军、董书文获得女子健身
模特全场冠军、武涛获得健美男子成年组全
场冠军。

本报讯（记者赵睿）近日，中国足协已经
启动新的留洋计划，希望能够再培养一批像
武磊这样的队员。另外，40强赛被迫易地的
事情也敲响警钟，中国队的12强赛主场比赛
正在制定紧急预案。
昨天，亚足联发起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月度最佳球员投票正式截止，武磊凭借36.69%
的得票率成功当选。他在最近4场预选赛中共
计出场289分钟，贡献5个进球以及2次助

攻。当年武磊留洋，决策人正是时为上海上港
（上海海港）俱乐部负责人的陈戌源，机缘使然，
如今身为中国足协主席的陈戌源获得了巨大
回报。陈戌源说：“我现在再回想武磊这些年走
过的路，越来越感觉到武磊的选择是正确的，我
的选择也是正确的。应该鼓励他走出去，如果
当时没有走出去，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还是个优
秀的运动员，但是达不到今天的高度。”

武磊的成功推动了新留洋计划的落实，陈戌

源透露：“只有一个武磊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已经
启动了计划，希望有更多的“武磊”走出去。我希
望在今年年内、明年年初，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
四个、五个武磊这样的球员走出去。”
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原因，12强赛中国队

5个主场的安排引发了关注。中国足协围绕赛
事成立了6个课题小组，其中一个小组专门研
究主客场相关工作。陈戌源说：“我们希望不要
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放弃了主场。这里面最

重要的就是防疫问题，要看我们国家的防疫政
策和国际足联、亚足联的相关规定如何协调一
致。这是个不确定因素。我们要做足准备，主
场能够办，最好；如果不能办，我们怎样应对？”

中国队在备战12强赛过程中计划打几
场高质量热身赛，“必须打几场有质量的比
赛，因为12强赛和40强赛绝对不一样，要有
几场高质量的热身赛，这对我们备战12强赛
非常重要。”陈戌源说。

本报讯（记者李蓓）昨天早些时候，国际篮联官网上流出
中国男篮参加奥运会落选赛名单信息，称吴前和徐杰已落
选。但很快相关方面表示那只是国际篮联官网技术故障导致
的误会，代表中国男篮征战亚预赛的14名球员将全部前往加
拿大。最终的落选赛12人大名单将在开赛前一天提交，具体
名单以中国男篮官方发布为准。

昨天，有球迷从FIBA官网上看到了这份中国男篮12人
名单。鉴于FIBA官网的权威性，很多球迷认为这就是中国
男篮12人大名单。这其中缺少了新科MVP吴前以及杜锋在
广东的爱将徐杰。这样的名单显然有些不太合理。

在刚刚结束的亚预赛上，中国男篮的14人名单分别是：
吴前、徐杰、胡明轩、沈梓捷、赵岩昊、刘传兴、王少杰、周鹏、陆
文博、张镇麟、周琦、任骏飞、赵继伟和祝铭震。在亚预赛中，
中国男篮4战全胜，昂首晋级。他们将在月底直接从菲律宾
前往加拿大，参加奥运落选赛。

同时可以确认，易建联、郭艾伦和王哲林三位国家队核心球
员仍然不会代表中国男篮出战。周琦和周鹏将成为这支中国男
篮的核心。此次比赛，中国男篮和加拿大、希腊同分一组。在经
过男篮世界杯的失败之后，中国男篮需要在世界强敌面前，证明
自己的存在，虽然他们从中突围的概率并不大。

法国女乒替补出战奥运会女团比赛

中国女排北仑封训备战奥运会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结束2021年世

界女排联赛征程的中国女排飞抵上海浦东机场。球队所有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后，中国女排一行乘坐大巴车，经过5个小时
的车程，抵达宁波北仑训练基地，球队也将开始东京奥运会前
的最后备战。

在循环赛最后一轮以3：0战胜美国女排之后，中国女排经过
一晚的休整，于意大利当地时间次日一早启程回国，球队先是乘
坐大巴车从赛地里米尼前往罗马机场。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发布
视频介绍说：“6月21日的早晨，全队登上大巴车，去罗马机场回
国，我们已经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世界女排联赛。6个小时后我
们终于到达了罗马机场，同学们都在忙着拿行李，回国见！”经过
11个多小时的旅程，中国女排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本次世界女
排联赛，中国女排大部分队员在赛地意大利里米尼征战了一个
月，后期抵达赛区的朱婷、颜妮、袁心玥、丁霞、龚翔宇、李盈莹6
名主力队员也征战了半个多月。

从目前的世界女子排坛看，中国队、意大利队、塞尔维亚队
和美国队无疑是东京奥运会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本次世界女
排联赛，意大利队和塞尔维亚队并没有派出一线队参赛，而美国
队也在与中国队的比赛中保留了实力。本次世界女排联赛是东
京奥运会前的热身赛，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中国女排通
过实战找到自身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最后备战期里，球队会补强
技术短板，进一步磨合阵容，为东京奥运会做最后的准备。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打进12强赛
后，中超联赛该如何安排？各种猜测包括业
内的建议层出不穷。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日
前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足协、职业联盟筹备
组、中超公司正在研究具体方案。

陈戌源表示：“关于联赛的安排，我们要遵
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联赛是中国足球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不能因为国家队牺牲
联赛。第二个，在国家队备战、比赛期间，中
超联赛不得不停，没有国家队球员参加的联
赛，也会失去很大的意义。今年怎样在这种
特殊情形下把中超联赛开展好，我们正在研
究三种具体方案，也要征求中超俱乐部的意
见，最终形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中超联赛方案。”

就记者目前了解的情况，中超跨年度进
行以及适当压缩赛程的“组合拳”是比较可行
的方案之一，因为12强赛明年1月底和2月
初有两场比赛，对手分别是第一档和第六档
球队，且均是客场，中国队需要的时间和所走
的流程应该与今年完全一样，不是说把中超
推给“跨年”就万事大吉了。
中超首阶段剩余9轮比赛，预计从7月

17日打到8月16日，广州队VS河南嵩山龙
门、北京国安VS河北队的两场补赛将先于
第六轮进行。中国队计划从8月中旬开始集
训，保证至少2周的集训时间，这意味着中超
联赛到8月中旬就必须按下暂停键。中国队
今年最后一场12强赛的时间是11月16日

第六轮主场打第二档球队，因为中国队是第
五轮、第六轮连续两个主场，一切顺利的话，
比赛结束后的时间节点满足防疫要求，国脚
无需进行“14+7”周期的隔离观察，会很快返
回各自俱乐部，因此中超大概率在12月份要
踢一定轮次比赛。

将中超压缩至22轮，是职业联盟筹备组
提出的方案之一，另一套方案是将全季中超
30轮比赛压缩至 15轮，即采用单循环赛
制。事实上，无论哪种方案，今年中超给国家
队“让路”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超联赛是否
作出了“牺牲”，是否利益受损等等的一系列
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以中国队在12强赛
的表现为衡量标准了。

第七届京津冀健美邀请赛举行

据新华社电 国际乒联22日确认，由于朝鲜代表团退出
东京奥运会，空缺的女子团体赛名额将由法国女乒接替。

此前法国队的袁佳楠和普里蒂卡·帕瓦德已经取得奥运
女单资格，法国队仅增加史蒂芬妮·洛伊莱作为女团第三人，
与袁佳楠、帕瓦德携手出战团体赛。更新后的法国队名单上
还有此前已取得男单资格的西蒙·高茨和埃马纽埃尔·勒贝
松，他们还将搭档亚历山大·卡昕出战男子团体比赛，另外勒
贝松将与袁佳楠配对参加新增奥运小项混合双打的比赛。

按照国际乒联公布的奥运会乒乓球赛入围规则，团体赛
设男、女队各16支，名额与其他小项同时分配；男、女单打最
多各70人，混合双打共16对组合参赛。根据选手是否兼项，
奥运乒乓球赛总名额控制在172人（男女各86人）之内。

FIBA官网摆乌龙
误报中国男篮奥运落选赛名单

面向千秋万代的历史责任
焦裕禄忘不了自己苦难的身世，

忘不了为建立新中国，党领导人民经
历了怎样的奋斗和牺牲。从博山、尉
氏到兰考，哪一片土地不是烈士的鲜
血染红！战争年代，党没有执政资
源，靠什么把千百万劳苦大众团结在
自己周围，汇聚成排山倒海、再造乾
坤的力量？还不是靠共产党人前仆后
继、英勇牺牲，唤起最广大被压迫、被奴
役的民众浴血奋战，才掀掉了压在头上
的三座大山，救人民出水火？
“战胜易，守胜难。”昨天的民心，

是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今天的
民心，依然需要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勤
政为民来赢得。江山永固，事业长青，
必须同一切危害党的腐败行为作不妥
协斗争，使党和人民始终保持当年的
鱼水深情！
汴梁怀古，焦裕禄感受到面向千

秋万代的历史责任。
“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焦裕

禄要求将李凤祥等反面典型作为活教
材，特意安排一些反面教员现身说法，
讲述自己蜕化变质的过程。当钱永才
讲述自己如何腐化堕落时，有观众问：
“这个人现在哪里？”钱永才老老实实
说：“就在这里，我就是钱永才。”三个
反面教员的典型案例，还被制成宣传
图片，在全县各公社和集镇巡回展览，
使广大干部群众都受教育。
焦裕禄还亲自动手，利用活生生

的事例编写了教育材料《两头牛》。城
关公社杨山寨大队队长到县里参加四
级干部会议，伙同另外三人吃了五斤

肉，个人不掏钱，用队里的小牛犊顶了
账。另一个生产队队长王金成来卖猪，看
见这头小牛犊，就用超过小牛犊价值的
猪，换回小牛犊喂养，九个月后，小牛犊长
大又交给生产队，作为集体财产。焦裕禄
给教育材料加了按语，对比两个队长截然
不同的做法明辨是非，同时指出，养大的
牛应作价付款。

知政失者在草野。焦裕禄走村串户，
发现有些机关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或通过熟
人，把家属安排在附近生产队，不参加劳
动，分生产队的粮食，还向队里要自留地。
有个银行营业所主任，通过多给生产队贷
款，把家属安排在队里参加分粮分地。困
难年月，党员干部搞特殊，无异于在群众心
口插刀！焦裕禄立即组织起草了《关于机
关干部开荒和干部家属安排的通报》，旗帜
鲜明狠刹干部特殊化歪风。焦裕禄还亲自
出面，纠正干部特殊化问题。

张君墓公社党委副书记王遂安，把家
属安排在生产队参与分配，还向队里借过
绿豆。有一次下乡过河不愿蹚水，让人把
他背了过去。县委要求干部雪天入户访
贫，王遂安就骑着公社配种站的马到村里
去。雪深路滑，马不敢走，只好半路返
回。群众说他“吃饭让人端，骑马让人牵，
过河让人背”。

牛帮子“二饽饽”都被抓
尚先生说，王麻秆儿当初让日

本人抓进红帽衙门，已是七十多岁
的人，一挨打，没几天就死在里边
了。说着，又苦笑了一下，不过这王
麻秆儿，也真有他的。

小回问，怎么？
尚先生说，他直到临死，还差点

儿拉个垫背的。
王麻秆儿胆小，身子也弱，只让日

本人打了一回就剩半口气了。可他人
迷糊了，嘴里还一直念叨“二饽饽”。
日本人不明白，问他，“二饽饽”怎么回
事。他说，他跟“二饽饽”还有一笔账，
“二饽饽”欠他三块大洋。日本人好
奇，问他，这三块大洋是什么钱？

王麻秆儿就说，“二饽饽”曾让他
搞一张日本人在东局子的军用机场地
形图，说是有人要，答应这地形图到
手，给他三块大洋。可后来他真把这
地形图拿来了，“二饽饽”却一直不给
钱，说要这地图的人没给他钱，他也就
给不了王麻秆儿。王麻秆儿说完这
话，没两天就死在大狱里了。

可他死了，留下的这几句话也差
一点儿要了“二饽饽”的命。日本人突
然去家里抓“二饽饽”。当时“二饽饽”
出去了，只有二闺妞和牛帮子在家。
日本人把他家翻了个遍，没搜出有用
的东西，就把牛帮子抓走了。牛帮子
这时已吓傻了，不知日本人为嘛突然
翻脸，在里边哭着说，他从来没干过有
损大日本皇军的事。日本人关了他几
天，见他整天哭，还吓得直拉稀，把牢
房里弄得臭烘烘的，已经进不去人，这

才把他放出来。
这时“二饽饽”已得着消息，也不敢

回家了，在外面找个地方藏起来。直到
日本人投降，他才出来露面儿。但没过
几天，他和牛帮子，还有那个“饽饽社”里
的人，全被当成“汉奸”给抓起来了。
这时，小回才想起问，鞋帽店怎么样

了？尚先生说，这铺子，现在是保三儿管
着。小回当初在铺子里时，听她爸说起
过保三儿这个人。尚先生说，你先把饭
吃了吧，我再带你去铺子那边看看。
小回这时已没心思吃了，从小饭铺

出来，就跟着尚先生来到鞋帽店。
鞋帽店的门脸儿没变样。当初的牌

匾是请尚先生写的，现在还是这块牌
匾。那时来子干净利索，铺子的门窗玻
璃，总让伙计擦得一尘不染。现在看着，
也还是这么干净透亮。小回一进铺子，
柜上站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也就十几
岁，看看小回问，要买嘛？
小回说，找保三儿。小伙计一听就进

里边去了。一会儿，保三儿出来了。保三
儿这时已六十多岁，但身板儿笔直，还是
当年拉胶皮的打扮儿，上身穿着月白色的
布褂儿，下面是蟹青的灯笼裤儿，扎着腿
带子，穿一双黑洒鞋，看上去挺利落。小
回上下看看他，问，您是保三儿？

100 6 北伐胜利
此外，作为怀芬女校的创建人，

沈老师不仅教国文，也教体育、教音
乐、教绘画……也是从她那里，王辛
耕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能把音乐完整
记录下来的五线谱。

正是沈老师教会了他识谱、记
谱……在沈老师的引导下，王辛耕
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世
界。他近乎贪婪地汲取着各种知识和
文化营养——尽管它们只是初级的、
基础的，然而，也正是这些扎实的基础
教育，支撑起他后来的音乐创作的文
化框架。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就是他
心中的“女神”！

王辛耕读小学二年级时，中国发生
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称“大革
命”。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来反对北洋
军阀统治的政治运动。对王辛耕而言，
虽然“革命”二字在他年少的头脑中还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但他知道，打倒军阀和
列强，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目标。

王辛耕的大姨妈是个性格开朗的
高个子女人，因为也生着一双大脚，而
被大家称做“长脚阿姨”。她男人种地，
她编些竹器到街上贩卖时，经常到妹
妹家串门歇脚，顺便捎些粽子糖、烧饼
之类给孩子们吃。一天，她从街上回
来，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哎呀你们知
道吗，今天街上可热闹了，马
路上搭了台子，有人在台上讲
话，下面人听了拍掌，说什么
军……噢，北伐军胜利了。”

一天早晨，王辛耕来到学
校，沈老师高兴地对大家宣

布：“北伐军胜利了，我们要庆祝一下，今
天不上课了，上午到荡口小学看戏，晚上
上街开提灯会！”孩子们一听，高兴得手舞
足蹈，很快排好队伍出发了。
时值八月，丹桂飘香，荡口小学的大

院里，早已搭起一个戏台，戏台的幕布上
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画像两侧
的对联上，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需努力”。演出开始，沈老师和女校
的师生们一起，观看了无锡中学表演的小
话剧。王辛耕还依稀记得其中的剧情：两
个热血青年密谋刺杀一个反动军阀，结果
计划泄露被捕。二人争着认罪，欲为同伴
解脱，不料却双双被杀。看到这令人悲愤
的一幕，沈老师猛地起身，带领学生们振
臂高呼：“打倒军阀！”“不许杀害好人！”
看完演出，王辛耕一溜烟儿似的跑回家，

跟妈妈要了几个铜板，又一溜烟儿似的到街
上买来红、绿、黄色油光纸，让姐姐和弟弟帮他
劈好竹子，三人用棉线扎成一个八角灯的骨
架，外面用彩纸糊上；然后用铁丝绕在灯笼上

端，把一根木棍固定在铁丝上，用手
一提，嘿，一盏漂亮的八角灯制作成
功了！晚上，他让妈妈把一件他平时
舍不得穿的暗条深蓝长衫翻箱倒柜
找出来，穿在身上，马马虎虎吃了几
口饭，便提着灯笼到学校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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