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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14年美网半决赛，锦织圭曾爆
冷战胜德约科维奇，那是他至今引以为傲的高光时刻。然
而，荣耀只能定格在回忆中，现实会让他清醒。昨天的美
网男单第三轮中，德约科维奇以6（4）：7、6：3、6：3、6：2逆转
锦织圭，职业生涯第14次晋级美网男单16强，对后者的连胜
场次达到17场。
东京奥运会上，双方刚刚交过手，小德取得了对锦织圭的

16连胜。来到美网赛场，锦织圭抢七拿下首盘，这是他7年来
从小德手中拿下的唯一一盘。而在适应了锦织圭的搏杀后，
小德很快调整自己的状态，逐渐掌控局面。“开局我在跟着对
手的节奏走，从第二盘开始，我感觉回到了最佳状态，虽然有
一些时间做得不算很好，但我很坚定，很专注，这是最重要
的。”遭遇17连败让锦织圭很苦恼，“我的表现比前几场要好
很多，但面对诺瓦克我找不到打破僵局的办法。”目前，小德已
豪取大满贯24连胜，距离“年度全满贯”伟业还有4场胜利。
下一轮，他将对阵持外卡参赛的美国小将布鲁克斯，后者3：2
淘汰21号种子卡拉采夫首进大满贯16强。
兹维列夫在3：6、6：2、6：3、2：1领先时，对手索克退赛，兹

维列夫连续3年打进美网男单16强，在各项赛事中豪取14连
胜。女单世界第一巴蒂在决胜盘5：2领先的情况下连续挥霍2
个发球胜赛局，赛末崩盘以2：6、6：1、6(5)：7负于一直是自己“手
下败将”的东道主选手罗杰斯，无缘16强。前赛会冠军安德
莱斯库6：1、6：2横扫幸运落败者米内恩，在美网正赛豪取
10连胜。科维托娃4：6、3：6不敌萨卡里，东京奥运会女单
冠军本西奇两盘完胜佩古拉，斯瓦泰克三盘大战淘汰康塔
维特，卡·普利斯科娃完胜汤姆贾诺维奇，帕芙柳琴科娃击
败格拉切娃时隔十年重返美网女单16强。

本报讯(记者 赵睿)当地时间7日18时（北京时间7日23
时），12强赛第二轮中国队“主场”迎战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
中日两队在世界杯预赛的赛场上还从未有过交锋记录，这场较
量或将成为两支首轮落败队伍在本届12强赛上的一个分水岭。
据中国队领队张贺4日晚间接受采访透露，中国队已经

研究日本队很久，包括技战术打法、旅欧球员特点等等都作了详
细的分析。据记者的了解，此前中国队备战9月份两场世预赛过
程中的战术指导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某种程度上说，打澳大利
亚队和打日本队是两种思路，凸显了对日本队的重视程度。

过去两天的训练之前，李铁分别找了几名队员单独谈
话，其中有后腰池忠国、前锋（左边翼卫）韦世豪，谈话内容
虽不得而知，但外界普遍猜测李铁要求这些队员做好上场
准备。伤愈复出的池忠国登场可以增加中场防守力度，尤
其是对日本队发动的快速进攻有限制作用；韦世豪上阵能
够加强进攻端火力，压制日本队的后卫线。首轮比赛韦世
豪在比赛第 60分钟替换吴兴涵出场，利用个人能力两次
“单挑”澳大利亚队防线，虽然没有建功，但他的状态不错。

中日两队首轮失利后，都希望能在第二轮比赛中获得自己
想要的结果，日本队还没有在世预赛亚洲区最后阶段的比赛中
连输两场的先例，与中国队的较量自然是要全力拿到三分，理论
上他们有这个实力。中国队虽然处于下风，但所有队员都必然
要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量投入到比赛中。仅就这场比赛而
言，如果中国队能有符合公众预期的表现，无论结果如何相信都
会赢得掌声，中国足球队代表团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
打好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信心会受到极大鼓舞，李铁身上的

压力也会减轻许多，接下来的备战工作可以比较轻松的心情来
应对。反之，情况大家都能想象得到。日本队也是如此。

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头名

东京残奥会圆满落幕

赵围从小对各种文艺很着迷，而身为
工程师的父亲却鼓励他参加摔跤活动。
1992年，赵围在南开公园燕京摔跤社开始
学习中国式摔跤，1994年师从恩师刘金
亮。由于中国式摔跤于1993年第七届全
运会后被取消，赵围改练柔道并于1994年
入选天津男子柔道队，其间获得过全国青
年柔道锦标赛亚军。1999年退役后，赵围
进入天津体育学院运动系学习，又重新拾
回了中国摔跤运动，代表天津体院队参加
全国比赛和国际比赛，获得首届中国跤王
大赛66公斤级冠军和数次全国比赛季军，
2000年获得法国第一届中国式摔跤世界
锦标赛季军。

2003年在天津体院毕业后，赵围放弃
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选择去法国留学，追逐
自己从小就有的艺术梦想。在法国，赵围

从语言预科班学起，之后考入法国巴黎国
立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雕塑等。2009
年毕业后，他又放弃了留校机会，选择回
国，此时的他也并未想好将来要从事什么
工作。2009年在一次逛古文化街时，他偶
然邂逅了在玉雕行业中的“伯乐”李如增，
并进入天津惠天工艺品公司从事玉雕工
作。2012年，赵围创立桠竹玉艺玉雕工作
室。2017年1月，赵围获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玉石雕刻最高等级的四级工证
书，成为了一名国内顶级、以创新著称的青
年玉雕大师。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
文化的养分，敢于创新，别具一格，其作品
吸取了西周、战国、两汉的纹饰及造型特
点，突破“圆润”传统，敢于“见棱见角”，讲
究“刚纹刚线”，被业界称为“新派”，他创作
的各种“神兽”作品更深受玉雕爱好者的喜

爱，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如今，赵围的事业越做越大，他在苏州

有一个800人的首饰加工厂，在天津有一个
40多人的玉器工坊。事业有成的同时，他
还不忘回馈社会，组织天津市残疾人玉雕
培训，得到中国残联领导的高度评价。谈
起自己的成长经历，赵围感慨道：“我就想，
咱运动员，别人总以为是摔大跤，没文化，
就是想努力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学习，
去实现人生的另一个目标。”

对于这次参加全运会，赵围坦言，“中
国式摔跤时隔28年重返全运会舞台，我可
以圆一个全运会的梦。天津中国式摔跤男
队需要我，天津体育学院相关领导为此找过
我，我下定决心随队做好全运会备战工作。
虽然自己年龄大，恢复训练很艰苦，但多年
来自己也没间断练功，感觉还能再拼一
把。全运会比赛采取单败淘汰制，竞争会
很残酷，但能参加全运会就是我最大的胜利。
我的初心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尽最大
的努力拼搏一次，为天津争光，也给自己的运
动生涯画上美丽的一笔。” 本报记者 梁斌

“玉雕大师”重上跤场 只为心中的热爱
——记天津中国式摔跤队全运会选手赵围

时隔28年，中国式摔跤作为群众比赛项目重返全运会。作为天津中国式摔跤男队

的一员，43岁的赵围响应召唤，重披战袍，将参加70公斤级比赛。已经退役22年的赵

围不断创业、创新，如今是全国颇有名气的玉雕大师。昔日习练中国式摔跤和柔道的

“摔跤汉子”的励志经历，也成为运动员退役之后自强、自立的典范。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进
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卫冕冠军法国队1：1被乌克兰队逼
平。如果算上之前的欧洲杯，法国队已经连续5场比赛都遭
遇了平局，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平局大师。

在俄罗斯世界杯夺冠以来，法国队的发挥一直都非常平
稳，队中可用人才云集，让人对他们的前景充满期待。不过在
欧洲杯上，法国队的发挥却有些失常，自从小组赛第二轮战平
匈牙利队以来，球队连续4场比赛都没有取胜，全部战成了平
局。此番对阵乌克兰队，对于主帅德尚而言已经相当重要。
不过此役率先进球的是乌克兰队，祖马解围失误，乌克兰

年轻中场沙帕连科远射破门，帮助主队1：0领先。下半时开
场不久马夏尔推射破门。随后的比赛中，法国队再也无力破
门，最终只能和对手1：1战平。
这是法国队连续第5场和对手战平，德尚创下法国主帅平局纪

录。这也是德尚任期内的第25场平局，超过24平的前主帅多梅内
克，成为法国队史上执教期间拿到最多平局的主帅。今后任何一
场平局，德尚都会刷新纪录，只不过在帅位的时间或许不多了。
从阵容来看，吉鲁以及主力边后卫埃尔南德斯、帕瓦尔这

次没有入选，两名边后卫受到伤病困扰。姆巴佩和坎特也受
伤了，也只能无奈退出。在积分榜上，法国队尽管积9分依然
排名第一位，但积5分的芬兰队少赛两场，如果可以全部获胜
的话，法国队的压力将会很大。
在G组比赛中，荷兰队主场4：0大胜黑山队，德佩独中两

元，包括上半时罚进一粒点球。这场胜利也是老帅范加尔第三
次执教荷兰队的首场胜利，荷兰队占据绝对优势，控球率达七
成，射门28次是对手的4倍，射正比是12：1。黑山队全场被动
挨打，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范加尔执教荷兰国家队的战绩达到
45战27胜14平4负，近21场战绩为17胜4平，保持不败。

比赛第50分钟，马夏尔（图左）打入国家队生涯第二

球。据统计上次他在国家队进球还是5年前。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对于天津网球
队来说，昨天又是充满挑战同时也是扛住
压力全线奏凯的一天。老将李喆男单三盘
鏖战过关，又携手徐一璠与高鑫/段莹莹一
同挺进混双八强。天津网球中心主任董岳
森直言，老将是全队的精神旗帜，他们的意
志品质、责任心、荣誉感，为所有年轻队员
树立了榜样。
昨天又是阴雨连绵的一天，第十四届

全运会网球比赛不得不继续移入室内进
行，女单赛事全部取消。天津队出战男单
和混双，其中，李喆6（7）：7、7：6（4）、6：3逆
转江西的吴昊，高鑫/段莹莹6：1、7：6（4）
击败广西组合周意/袁程依依，李喆/徐一
璠6：3、7：6（1）战胜四川组合温广森/汤千

慧。随着比赛的深入，对手实力越来越强，
比赛越来越激烈，三场比赛，打了7盘，其
中4盘抢七就是最好的证明。董岳森表
示：“室内打比分更胶着，爆冷情况更多。
队员们在场上处理球非常严谨，最终克服
困难赢得了胜利。”
李喆是本届全运会网球赛场上年龄最

大的选手，身兼三项对他的精力体力都是
严峻考验。昨天男单三盘鏖战，其中两盘

抢七。转战混双赛场又经历一盘抢七，搭
档徐一璠是场上年龄最大的女选手，还要
肩负女双任务。赛后，李喆已经累得不
想说话。谈及老将的拼搏和付出，董岳
森很动容。“老队员在场上的表现起到了
表率作用，是一种精神力量。他们的责
任心和荣誉感都非常强。他们的体能精力
受到极大挑战，靠顽强意志一一克服困
难。他们都非常自律，每天的时间安排非

常紧凑，比赛结束马上找队医拉伸治疗，一
分钟都不耽误。晚上很早休息，为第二天
比赛做好准备。”
董岳森透露，考虑到老队员的身体情

况，赛前报名时曾探讨过是否要兼三项。
“和队员进行了充分沟通，他们为天津出战
的意愿都非常强烈，表示能够克服和坚持，
我也非常相信我的队员，他们都是球队的
精神旗帜。”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
青年组决赛阶段比赛将于9月8日至18日在陕
西省商洛市体育馆举行，天津青年女排昨天兵
发商洛赛区，球队也就此正式踏上全运会征程。
天津青年女排昨天一早从球队驻地——

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出发，先乘坐高铁赶赴西安，
然后转乘大巴车于下午抵达商洛赛区，全运
会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循环赛，天津队前三
天连续对阵上海队、北京队、江苏队，三个对
手实力都很强。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
德认为前三战对天津队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经过前期集训备战，全队临战状态还不错，因
为前三个对手实力不俗，都是循环赛四强主
要竞争者，队伍要想在循环赛中排名前四，就
得快速进入状态，青年队比赛偶然性很大，
又是全运会比赛，主要还是看队员比赛发
挥，所以球队力争把首场比赛打好。”
4年前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

以李盈莹、王媛媛、王艺竹等队员组成的天
津青年女排夺得冠军。本届全运会，天津青
年女排以主攻刘美君、宋佳，副攻夏思佳、高
端，二传张馨月，接应刘鑫，自由人孟婉婷组

成主力框架，球队曾在2019年举行的二青会
上勇夺冠军。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天津
队近年来与上海队、江苏队、山东队、福建队
这几支强队交锋的机会不多。
本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共有

8支球队参加，先进行循环赛，循环赛排名
前四的球队晋级四强，然后进行半决赛和
决赛。天津队赛程为：8日对阵上海队；9
日对阵北京队；10日对阵江苏队；11日对
阵山西队；12日休赛，13日对阵山东队；14
日对阵陕西队；15日对阵福建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
蹦床比赛昨天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展开
团体决赛争夺，从个人赛失利中迅速调
整的朱雪莹带领天津女队获得第四名，
首次挺进决赛的天津男队获得第七名。
天津体操艺体蹦床总教练赵奇表示：

“团体成绩达到预期，赛前我们也是想提高
动作成功率和稳定性，再争取一下好名
次。女队追平上届，男队首次进决赛，目前
阵容以老带新，一半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全
运会。队员们在成长，但真正成熟还需要
时间和比赛历练。”赵奇为朱雪莹的意外失
利遗憾，更为她的迅速调整欣慰。“昨晚开
会给她减压，安慰她。雪莹非常有追求，很
有责任心，她非常想为天津拿下这枚金
牌。我们劝导她，谁都有可能失误，放下包
袱不要自责，专心准备团体赛。今天她做
到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朱雪莹坦言，确实无法接受失误的现

实，但考虑到团体赛，她逼着自己调整情
绪。“教练们和我一起聊，给我鼓劲，相信我
可以扛起天津队大旗带着队友去拼团
体赛。其实，当时我是怀疑自己的，刚刚
经历失误，心里有些虚，不知道自己行不
行。早上起来后，心情平复了一些，我告
诉自己，新的一天，新的比赛，重新开始，
我可以扛起大旗！”总结了失误的经验，
朱雪莹调整心态，尽全力提升与器械的
配合度，拿到了55.840的全场第三高分，并
帮助队伍获得第四名。“我参加了三届全运
会，我们团体都是第四名，好像‘魔咒’一
样。未能登上领奖台确实有些遗憾，但我
们都已经尽力了。”
比赛结束队伍将返回天津，而朱雪莹

将留在西安封闭隔离，等待参加相关活
动。“这些天专项又练不了了，好在运动员
村有健身房，可以保持力量训练。”11月，
蹦床世锦赛将在阿塞拜疆举行。去年2
月，朱雪莹曾在那里夺得世界杯冠军。如
今，她期待在“福地”再度“起飞”。

中日之战或将成为分水岭

国足全力避免两连败

世预赛欧洲区被乌克兰逼平

德尚创法国主帅平局纪录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残奥会于昨
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落下大幕。过去
12个比赛日，超过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残奥健儿为梦想插上翅膀，不断挑战着
自我极限。中国代表团延续了四届残奥
会的出色表现，以96金60银51铜再列残
奥会金牌榜奖牌榜头名，书写了属于中国
残疾人体育新的辉煌。
疫情下的东京残奥会，面临着与东京

奥运会相同的困难与挑战，各国残奥健儿
承载梦想，诠释着无畏艰难，勇敢向前的奥
林匹克精神。12个比赛日的激战，留下一
幕幕感人瞬间以及一段段励志故事，每一
枚奖牌、每一项纪录的诞生，都是残奥健儿
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格言最好的践行。
昨晚的闭幕式上，女子轮

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担任中国代表团旗
手，她从志愿者手中接过的镜子贴在东
京“晴空塔”的模型上，寓意“梦想照进现
实”。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再度成为
赛场上的绝对主角，不仅捍卫了乒乓球、
轮椅击剑等优势阵地，也在女子轮椅篮
球以及新加入的羽毛球、跆拳道项目中
实现了突破。以 96 金 60 银 51 铜共计
207 枚奖牌、创造 29项世界纪录的骄人

战绩，连续五届残奥会位居金牌榜和奖牌
榜首位，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
收，真正为梦想插上了翅膀。
闭幕式的文艺表演以“和谐之声”为主

题，现场氛围轻松活跃，表演者以不同方式展
现着残疾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意志品
质。国际奥委会通过新设立的颁奖环节，呼
吁全世界共同关注残奥健儿背后的残疾人群
体，完善相关权益保障机制，帮助更多残疾人
以体育为媒介，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运动中展现
自我、重拾自信。
这是东京奥运会主题“情同与共”的一

种延伸，意在表明残疾人和健全人本就同
属一个世界。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在
致辞中表示：“我们一同克服困难并取得了
成功，在东京残奥会赛场，运动员带给全世
界信心、快乐和希望，他们打破纪录、温暖

人心，并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在会旗交接仪式后，一名法国表演者以

手语“演唱”马赛曲的形势，正式开启了
2024年巴黎残奥会的倒计时。随后，百余
人呈现的手臂舞蹈和出自渐冻症作曲家的
动听曲目，再度展现了残疾人与命运抗争
背后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当埃菲尔铁塔
挂起巴黎残奥会会旗，莱茵河畔再度化身
欢乐海洋，现场的人们以灿烂和真挚的笑容
迎接各国残运健儿3年后齐聚巴黎，继续在
残奥会赛场书写传奇。
伴随象征太阳的主火炬缓缓熄灭，东

京残奥会正式落下帷幕。在下届残奥会
打响前，北京将率先向各国残奥健儿张
开怀抱。从酷夏到冰雪，从残奥会到冬
残奥会，不同的赛场承载着相同的梦想，
继续传承和发扬奥林匹克精神。

逆转锦织圭

小德第14次挺进美网16强

面对好手强力冲击 展现超强意志品质

网球老将扛住压力全线奏凯

8日首战对阵上海队

青年女排“兵发”商洛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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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蹦床队团体成绩达预期

女队追平上届

男队首进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