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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强赛首战0：3负于澳大利亚

国足应该丢掉幻想了

培养许多优秀的学生

1940年，陈省身共发表了六篇
论文：在《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二卷
第一期上发表《高维道路空间的几
何学》一文；两篇发表在《清华大学
理科报告》上；关于克罗夫顿公式的
推广，则分别在法国科学院的杂志
和《武汉大学理科报告》上刊出；另
外的一篇是和严志达合作的关于积分
几何的重要论文。
1941年1月23日，陈省身作为教

授代表，参加清华大学11人的校务会
议。9月继续当选清华大学年度评议
会教授评议员。陈省身晚年开玩笑
说：“我也会玩 politics。那年改选评议
会，年轻教授把年长教授挤出去了，我
是一个发动者。”其实，这是一项有意
义的改革。陈省身自己并不留恋这种
权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有
好多次科学评奖活动。华罗庚、苏步
青、陈建功等都是获奖者。一笔奖金
对于困顿的家庭生活不无小补。陈省
身觉得不必去“争”，而且脑子里想着
去普林斯顿，根本没有去申报。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数

学研究所。姜立夫受命筹备。1941
年3月筹备处成立，姜立夫时常和陈
省身磋商有关事项。1942 年，数学
研究所筹备处聘请五位兼职研究
员：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华罗庚
和陈省身。
陈省身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为讨论班
讲授的课程有“高等几何”“微分几何”
“微分方程”“黎曼几何”“投影几何”

“网几何”“拓扑学”，以及“李群”“圆几何”
“外微分”等。陈省身回忆说：“我开了很
多课，讲了嘉当的工作……我想我们在昆
明的时候(1941—1942)，我在课堂上一定
讲到过联络的概念。”
这些涉及科学前沿的课程，不光是数

学系学生选读，还包括物理系的学生。杨
振宁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也曾
选过陈省身的课。杨振宁回忆说：“在联
大时，我可能听过好几门陈教授的课。但
是翻查如今仍然保存的联大成绩单，发现
我只在1940年秋季学期正式选修过他的
微分几何学。当时我是物理系三年级的
学生，我已经不记得上课的情形了，只有
一件事情印象很深，那就是怎样证明每个
二维曲面都和平面有保角( conformal)关
系。当时我知道怎样把度量张量化成
A2du2+B2dv2的形式，但是想了很久都想不
出怎样能使A=B。有一天，陈省身教授告
诉我要用复变数，并写下Cdz=Adu+iBdv
这个式子。学到这简单的妙诀，是我毕生
难忘的经历。”
陈省身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有很多，包

括：严志达、王宪钟、吴光磊、王浩、钟开莱
等后来成名的数学家。他和严志达、王宪
钟的关系更密切些。他们两人原来都是
学物理的，后来转到数学系。

戏散场了

李大麻子对宗大头说：“快，你把
他们给我顶回去！”宗大头答应了一
声“是”，跟着掏出口哨吹了起来。盐
警们立刻一字排开，横站在街口上，
把张伯符他们截在了东面。严志诚
在人群里一直在沉着地观察，他要看
清张伯符的身份。工人们由于前边
的人不动，所以都在后面观望，张伯符
在工人中并无威信，不过今天他这几
句话，倒是工人们想说的。
张伯符一看这阵势，自己不出头是

不行了。他走到宗大头面前：“宗队长，
是朋友就闪个面儿，咱们井水不犯河
水。”宗大头冲着张伯符一笑，说：“张先
生，讲朋友的话，你闪个面儿，我们这是
执行命令。”张伯符往身后一指：“这么多
的工人，我不好交代。”宗大头把大脑袋
瓜一晃：“张先生，不执行命令我能算是
军人吗？你今天在这么多的工人面前，
已经够意思了，什么事也不能一口气吹
起来，来日方长啊。”张伯符此时有些犹
豫了：“这……”田儿从张伯符身后往前
挤，大喊着：“不行！”大娟妈猛地冲到儿
子身边，一把抓住田儿：“田儿，你给我回
去！”田儿不情愿地跟着妈妈走了。
张伯符把眼珠转了转，然后把手一

甩：“好，宗队长，我姓张的讲朋友，这个
面子给你。”说到这里，他回头看了一下
众人，“有些话咱得说清楚，工会要由我
们工人自己组织，他姓苗的是镇长家管
事的，不能插手工会。”宗大头说：“那是
你们的事了，我无权干涉。”张伯符说：
“好，今天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宗大头挑
起大拇指：“你姓张的够朋友。”张伯符回

头对身后的人说：“这个面子咱们给宗队
长，有啥事明天见，反正不让我们工人吃饭
是不行的！”说罢，他领着人们后撤了……
自从“算账”之后，严志诚想派张小虎

到周家去，怎奈周家的纠葛还没完，不但
苗万贯经常去，张伯符也总往那儿跑，这
使得游击队的同志不好到周家去。这
天，天擦黑时，从街西口走来两个人，拐
进了济公祠东面的胡同，这两个并排走着
的人，一个是严志诚，另一个就是那天在
摆渡口碰见的木匠铺的白师傅。严志诚
已经对“仁义盛”的这位白师傅进行过了
解。有的人认为，这人是可以依靠的，他
敢说敢干，好打抱不平，但也有人提出另
外一个问题，白师傅只不过是一个耍手艺
的木匠，在“仁义盛”，王胖子为什么就容
忍他呢？他是不是还有某些根子？
那天在娘娘宫前看了那场“大戏”，为

了了解在河下搭的马架子的用途和内幕，
严志诚决定会一会这位白师傅。他来到
“仁义盛”木匠铺，约出了白师傅，一见面，
白师傅把严志诚上下一打量，猛地上前一
把抓住严志诚的手：“哎呀，兄弟，那天你可
把哥哥我给逗了。”说罢哈哈大笑。严志诚
攥着白师傅的手：“那天我表弟把我拉走
了，不是有人给你送信了吗？”白师傅：“要
不送信，我非来个傻老婆等苶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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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亲发现和开掘了关牧村的
音乐天赋。可惜她10岁时，母亲便
过世了。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天
津音乐学院，但因父亲的“历史问
题”（实为冤案）未获录取，便到天津
钢锉厂当工人。是金子，终不会被
埋没。终于，她通过职工文艺汇演
脱颖而出，进入王莘的视野。在王莘
家里，她演唱了一首施光南的《打起手
鼓唱起歌》。一种独特、质朴、浑厚而
富有磁性的女中音，立刻征服了聆听
者的心。类似的声音，只出现在老一
辈歌唱家罗天婵的歌喉中。顺理成章
地，她成为天津歌舞剧院专业歌唱演
员，与于淑珍“双星拱月”。
说到关牧村，不能不提到另一个

人——天津歌舞剧院青年作曲家施
光南。在关牧村眼中，施光南是她的
“贵人”和成功的最大推手。因为，她
所有唱红的歌：《打起手鼓唱起歌》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祝酒歌》《月光
下的凤尾竹》《请到青年突击队来》，
都是施光南的作品；不妨说，这些歌
曲多是根据她的音域、音色特点，为
她量身定制的。二人的合作可谓珠
联璧合、相得益彰。
施光南，浙江金华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
代作曲家。他于1957年被中
央音乐学院录取，1959年转
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歌
舞剧院。
说到施光南，王莘讲过

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钢琴家殷承宗
（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曲《黄河》作
者）应邀来津作报告，现场座无虚席，大
家都在认真聆听。而坐在第一排的施光
南，却从头到尾闭着眼睛，一副昏昏欲睡
的模样。王莘看在眼里，内心十分不安：
好不容易请到样板团的人来交流，你却
闭着眼睛，未免太失礼吧！于是王莘便
用手捅了他一下，意思是：嗨，别打瞌睡
了！谁知施光南却一本正经地说：“谁打
瞌睡了？我认真听时，习惯闭着眼睛，因
为我一睁眼，就容易走神！”此种说法，真
令人啼笑皆非！事后王莘问他，殷承宗
都谈了哪些问题，他回答得头头是道，比
别人笔记本里记得都清楚！“哎，这家伙
原来不是打瞌睡呀，真是个绝顶聪明的
人！”王莘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一时期，王莘音乐创作中的一

大亮点是，由他作曲的歌剧《煤店新工
人》，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并由北京
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煤店新工

人》是天津歌舞剧院根据红桥
区业余创作组同名话剧改编
的，讲述了高中毕业生张大志
分配到煤店当工人，觉得丢人
现眼，千方百计躲避给高中同
学入户送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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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网球比赛激战

天津选手全线飘红晋级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网球比赛在
杨凌网球中心激战正酣，天津男网“五朝元老”李喆目前
挺进男单16强、男双8强，混双首轮轮空直接晋级16
强。作为本届全运会网球赛场上年龄最大的选手，李喆
说，场上不分年龄，只分球技，目标是在自己参加的三项
比赛中全线向金牌发起冲击。

前天的男双比赛中，李喆/高鑫以6：3、6：1轻取浙
江组合赵兆/王晓飞，晋级男双8强。昨天的男单比赛
中，李喆以6：3、6：0横扫山东选手逄仁龙，昂首挺进16
强，成为天津男单“独苗”。李喆/徐一璠位列混双头号
种子，首轮轮空直接晋级16强。这是李喆第5次出战
全运会，从当年大家口中的“老虎”（李喆绰号），到如今
众人口中的“虎哥”，李喆已经成为本届全运会赛场上
年龄最大的选手。“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真没想到一
下子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感觉自己没打多久啊。”
李喆说，思想上和心态上都和以前不同了。“成熟了，也
更通透了，现在的感觉是最好的。年龄最大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上场都一样，场上不分年龄，只分
球技。”

受疫情影响，李喆和队友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在队里
合练的时间。“和高鑫、徐一璠合练都挺多，磨合比以往
更默契。我们经常一起探讨、研究、沟通。”李喆说，希望
在参加的三项上全部冲击金牌。今天，李喆/高鑫将与山
东组合李泽楷/金雨全争夺男双4强席位。

其他比赛中，王蔷以6：2、6：1轻取山东的张瑾，郑赛
赛以3：6、7：5、6：1逆转浙江的肖正花，刘方舟以6：4、6：0
战胜辽宁的吴美序，携手挺进女单16强。郑赛赛/段莹
莹以6：4、6：1战胜北京组合丰硕/高馨妤，徐一璠/杨钊
煊以6：0、6：2击败辽宁的王美玲/王鋆赛，双双挺进女双
8强。高鑫/段莹莹以6：1、4：6、6：3力克江西的吴昊/郑
妩双，晋级混双16强。

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本场比赛李铁对后卫线做了调整，张琳
芃出任右后卫，于大宝和蒋光太首次搭档中
卫，左后卫是王燊超；中场张稀哲、吴曦是后
腰，吴兴涵、金敬道分居左右；前锋线是武磊
和艾克森。中国队力争主导比赛的意图非
常明显，开局阶段也确实给对手球门施加了
一些压力，但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队很快就
利用简洁打法和速度扭转了被动局面。回

过头来看，中国队平均年龄29.1岁，对手27.4
岁，在体能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却采取高位逼
抢的踢法，无异于以自己之短，攻敌之长。
整场比赛中国队的控球率也没有超过40%。

第24分钟和26分钟，对手两次简单的长
传球，先是马比尔禁区内两连击得手，接着
博伊尔禁区外冷射破门，中国队再一次遭遇
了“黑色三分钟”，队伍的心理遭到很大打
击，上半场苦苦支撑才没有继续丢球，进攻
根本无从谈起。中场休息过后中国队在中

卫、后腰两个位置上做出调整，蒿俊闵、王刚
登场，替下发挥一般的张稀哲、于大宝，但仍
然无法摆脱被压制、被碾压的局面，第71分
钟，马比尔大禁区左侧无人盯防情况下右脚
扫射，颜骏凌将球挡出，刚刚替补出场的穆
伊补射破门。

存在误判对手的可能

站在媒体角度分析，自身紧张、对手实
力强等等因素无需赘言，中国队失利原因至
少还有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是对澳大利亚
队的战术打法产生误判，按照他们40强赛时
的进攻方式，中国队在战术设计上更注意防
范“空中轰炸”，对其地面进攻能力没有给予
足够重视，所丢三球除了第一个勉强算高空
作业之外，另外两球都跟头球不沾边。其
次，对对方中前场核心球员缺少限制。以上
两点是不是与赛前情报收集和分析不充分，
对困难估计不足有关呢？

再有，缺少真正防守型后腰，对手进攻
队员比较容易地直面中国队后卫。同时中
场缺少持球队员，进攻打得杂乱无章。下半
场换人调整后略有改观，但信心已经打没
了。还有，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全攻全守的
理念固然不错，但队员能力达不到，三个丢
球都发生在攻守转换之后的不长时间内。
同时，缺少高质量热身赛的磨炼。立体的
看，澳大利亚队主帅阿诺德宁可缩短集训时
间，也要选择海外效力球员，等他们打完联
赛是有道理的，有比赛可打的澳大利亚队员
状态显然要比歇了半个多月的中国队员
好。最后，不得不说李铁的临场指挥，比赛
15分钟之后到半场结束前，问题已经很明显
了，需要马上做出调整，但他没有果断出手。

当务之急是忘掉失利

12强赛第二轮比赛7日进行，首轮落败
的中日两队相遇。两场比赛中间只相隔短
短的5天时间，中国队不可能做出革新性的
改变，只有忘掉首轮失利，重整旗鼓，力争在
比赛中打出自身特点。

从技战术上说，中日两队之间缺少可比

性。与中国队继续坐镇多哈，基本算是以逸
待劳相比，日本队需要经过长途飞行，克服
时差、气候带来的影响，其体能和状态多少
会有些下滑，中国队需要放大自身唯一的优
势。另外，日本队员不如澳大利亚队员身体
强硬，身体接触上我们不吃亏，如果战术思
路得当，先发阵容人员搭配合理，应该会踢
得更有质量。

B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沙特队主场3:1
击败越南队。后者因为有一个进球，暂时排
在中国队之前。根据境外权威足球数据机构
We global football 发布的12强赛出线概率
预测，中国队直接出线概率0.88%，B组倒数
第 1，12 强中倒数第 3；进入附加赛概率
2.48%，12强中垫底；中国队第二轮战胜日本
队的概率只有9%。

李铁还有几张牌没打

进攻端的阿兰、洛国富还没有亮相，首
轮比赛他俩都进入了中国队23人大名单，
说明已经具备比赛条件，李铁没有让他俩登
场，估计是有更重要的计划。其实，网络上
不满李铁的一个原因是放着花了大价钱找
来的入籍球员不用，相信李铁已经听到了。
在武磊被各队严密盯防的情况下，中国队前
锋线应当有更大胆的用人思路，也许不久之
后我们就会看到阿兰、艾克森、洛国富组成
的前锋线。

中场防守型后腰还有徐新、池忠国以及补
召入队的王上源，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他们上场
一定能给队伍带来帮助，但增加一名扫荡能力
强一些的后腰，可以给后卫线减压。李铁就是
后腰出身，这个道理他不会不知道，与澳大利
亚队比赛放两名技术型中场，也许是他的一种
尝试，要相信李铁自我修正的能力。

12强赛没开始之前，接受采访的国脚多
半会提到李铁为他们灌输自信心的话题。自
信心有时是一把双刃剑，搞不好就会遭反噬，
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才对路。
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中须丢掉幻想，采取更
务实的态度迎战每一个对手。

本报记者 赵睿

12强赛B

组首轮，中国

队0:3不敌澳

大利亚队，暂

时小组垫底。

本场比赛中国

队攻防两端踢

得没有任何亮

点，是一场不

折不扣的完

败，刚刚燃起

的希望之火，

一场比赛之后

就如同风中残

烛一般。

昨天，世预赛欧洲区进行了小组赛第4
轮的多场比赛。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主
场1：1被保加利亚队逼平，而西班牙队则1：
2惨遭瑞典队逆转。

欧洲杯冠军意大利队主场迎来保加
利亚队的挑战，上半时因莫比莱助攻小基
耶萨破门，但伊利耶夫随后扳平比分。此
后意大利队无力再破门，最终双方1：1握手
言和。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场平局让人
相当扫兴，这是“蓝军”53年以来首次在主
场无法战胜保加利亚队。不过，意大利队

创造了35场不败的纪录，追平了巴西队和
西班牙队之前创造的纪录。

在B组的一场榜首大战中，西班牙队对
阵瑞典队。开场仅仅4分钟，西班牙队就取
得了进球，索莱尔推射破门。没想到仅仅过
了两分钟，西班牙后场出球被断，伊萨克禁
区线上远射破门，将比分扳平。第57分钟，

瑞典队利用角球再度敲开对方大门，进球的
是中场球员克莱松。最终，西班牙队1：2输
掉比赛，也将小组头名位置让给了瑞典队。

此外，其他强队表现比较稳定。英格
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以4：0和5：2战胜匈牙
利队和爱沙尼亚队，德国队2：0战胜列支敦
士登队。

昨天，世预赛南美区进行了第9轮的
争夺。巴西队1：0击败了智利队，目前七
战保持全胜战绩，领跑积分榜。

巴西队在客场挑战智利队，这场比赛争
夺的相当激烈。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内马
尔在禁区内获得了得分良机，不过被对方门
将布拉沃扑出。随后，里贝罗补射得手，巴
西队最终1：0击败了对手。在世预赛南美区
的比赛中，巴西队表现相当稳定，目前七战
取得全胜战绩。在最近的5场比赛中，巴西

队保持全胜的同时全部零封对手，创造了世
预赛南美区的最长连胜且不丢球纪录。

阿根廷队在客场对阵委内瑞拉队，劳
塔罗·马丁内斯、华金·科雷亚、安赫尔·科
雷亚分别取得了进球，最终3：1战胜了对
手。这场比赛的焦点出现在第27分钟，梅

西遭遇对方球员路易斯·马丁内斯野蛮蹬
踏。主裁判在观看VAR后出示了红牌，所
幸梅西没有大碍。此役梅西全场尝试带球
过人多达7次，而且他的名气实在太大，自
然遭到了对方的“重点照顾”。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美网昨天展开女双
首轮争夺，赛会 14号种子“津花”张帅再次携手老搭
档斯托瑟，以6：4、6：0横扫保利尼/泰希曼，生涯第6
次晋级美网女双次轮。遗憾的是，张帅以2：6、4：6负
于从资格赛里突围的英国18岁新星拉杜卡努，无缘女
单32强。

张帅生涯第9次出战美网女双比赛，也是第4次与斯
托瑟合作出战美网，2018年二人曾闯入4强。前些天，二
人刚刚联手夺得辛辛那提站冠军，目前状态正佳。保利
尼/泰希曼在7月曾拿下过汉堡公开赛冠军，但二人此前
在大满贯女双赛场并无太亮眼表现。此番交锋，张帅组
合在第5局率先破发，虽然在第8局被对手回破，但二人
很快调整状态，完全掌控场上局势，更是在第二盘“送蛋”
完胜对手。下一轮，张帅/斯托瑟将与加藤未唯/桑塔玛
利亚争夺16强席位。

女单比赛中，张帅发球状态不佳，以2：6、4：6负于
拉杜卡努，无缘女单32强。目前世界排名第150位的拉
杜卡努首次出战美网正赛就打进32强，将在下轮对阵
托莫，后者以6：1、6：3战胜谢淑薇。巴蒂、本西奇、格拉
切娃、萨卡里、斯瓦泰克、科贝尔、科维托娃和佩古拉均
晋级女单第三轮。

男单第二轮比赛中，德约科维奇以6：2、6：3、6：2横
扫格里科斯普，职业生涯第16次晋级美网男单第三轮。
至此，小德在所参加过的美网男单比赛中，全都至少打进
第三轮。比赛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场边的一位观众频
繁在小德处理一些击球前尖叫，受到干扰的小德不得不
向裁判投诉。下一轮，小德将迎战锦织圭，后者以7：6
（3）、6：3、6：7（5）、2：6、6：3力克麦克唐纳德，职业生涯第
8次晋级美网男单第三轮。

兹维列夫以 6：1、6：0、6：3横扫西班牙选手拉莫
斯，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男单正赛第三轮，在各项赛事
中豪取13连胜。孟菲尔斯、贝雷蒂尼、沙波瓦洛夫均
晋级。

美网女双展开争夺

“津花”张帅轻松晋级

欧洲区 豪门连遭爆冷

南美区 巴西全胜领跑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残奥会第十比
赛日，中国代表团再夺8金，以85金53银46
铜的总战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子团体MT6-7级决
赛中，闫硕和廖克力在双打中轻松取胜，随后
闫硕赢下单打，以总比分2：0赢下英国队，获
得冠军。在男子团体TT9-10级决赛中，连
浩搭档赵裔卿双打胜出，随后连浩单打零封
对手，以总比分2：0战胜澳大利亚队，摘得金
牌。在女子团体C4-5级决赛中，张变和周
影在首轮双打落败的情况下连扳两盘，以总
比分2：1击败瑞典队，赢得冠军。

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单日斩获4金。在男
子100米仰泳S6级决赛中，贾红光以1分12秒
72的成绩摘金。女子50米仰泳S4级决赛中，
刘玉游出44秒68，刷新世界纪录摘金。女子
100米自由泳S11级决赛中，李桂芝1分05秒
87摘得金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SM5级
决赛中，卢冬以3分20秒53的成绩夺冠。

女子R7-SH1级50米自选步枪3×40决
赛中，张翠平以457.9环打破赛会纪录摘金。

世预赛东京残奥会

中国军团再夺8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