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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比赛全进决赛 收获4金2银1铜

全运会网球赛 天津成最大赢家

女子双人10米台 天津组合摘铜

国足重点打造“入籍三叉戟”

聚焦全运

天津青年女排两连胜 天道酬勤 苦尽甘来

16年磨一剑 李喆终圆梦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青年组决赛阶段昨天继续在陕西省商洛
市体育馆展开第二轮争夺，天津青年女排以
3：0战胜劲旅北京青年女排，赢得两连胜，三
局比分为26：24、25：22、27：25。天津青年女
排今天对阵老对手江苏青年女排。
陕西全运会排球项目预赛阶段，京津

两队就同处B组，天津队在B组决赛以3：1
战胜北京队，与北京队位列B组前两名，一
同晋级全运会决赛阶段。昨天两队再度交
锋，身高不占优势的天津队首先用发球有
效冲击对手一传，然后凭借高质量拦防抓
防反机会。从比赛一开始，双方就拼得格
外激烈，比分战至24平，关键时刻天津队
连得两分，以26：24赢下首局。一局在握
的天津队打得更为沉稳，以25：22再赢
一局。第三局，已没退路的北京队一度与
天津队战至25平。关键时刻，基本技术过
硬的天津队再度顶住压力连得两分，以
27：25赢下制胜一局。
对于球队此役表现，天津青年女排主教

练刘仁德认为相比上一场比赛，球队整体发
挥更为平稳，尤其是在关键分把握上做得不
错，队员在发球、小球串联、后排防守等环节
上都发挥出自身水平。第三轮，天津青年女
排对阵实力不俗的江苏青年女排，津苏两队
曾于2019年在山西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上一同闯进决赛，天津青年女排经过
五局鏖战，以3：2战胜“小朱婷”吴梦洁领衔
的江苏青年女排，成功卫冕。

据新华社电 瑞士时间8日，国际奥委
会执委会决定，由于朝鲜没有派团参加东
京奥运会，从即日起暂停朝鲜奥委会资格
至2022年底，同时执委会保留重新考虑暂
停期限的权利。
国际奥委会表示，朝鲜奥委会是唯一

没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国家（地区）奥委
会。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国际奥委会与朝
鲜奥委会进行了数月的沟通。为了让朝鲜
参赛，国际奥委会反复确认比赛是安全的，
并承诺提供多种个性化方案，包括提供疫
苗。但这些都被朝鲜奥委会拒绝。
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奥委会充分表达了

观点，同时也被警告不参赛的相关后果。被
暂停资格的朝鲜奥委会，将无法获得国际
奥委会的相关资助，也无法参加国际奥委
会相关活动。如果有朝鲜运动员晋级北京
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运动员角
度出发作出适当的决定。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棒球决赛阶段小组赛昨天落下帷幕。
B组最后一轮，卫冕冠军天津队提早为半
决赛做准备，派出替补阵容出战，以1：10
不敌广东队，遭遇球队本届赛事首败。本
次比赛今天休战，天津队明晚将在半决赛
对阵老对手北京队。
已提前晋级四强的天津队半决赛对阵

A组第二名北京队。北京队是国内棒坛老
牌劲旅，实力不俗。此前多年的中国棒球
联赛，京津争霸成为主旋律，两队虽然场上
是竞争对手，但场下会“英雄相惜”，队员之
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北京籍队员王超
曾在天津队效力过，力助天津队夺得联赛
冠军。天津队退役队员、“强棒”侯凤连与
同是游击手的北京队退役队员、“强棒”孙
岭峰是好哥们儿，俩人一同身披国家队战
袍，出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望半决
赛，天津棒球队主教练焦益认为北京队底
蕴深厚，大赛经验丰富，加上双方都比较了
解，所以这场半决赛主要看临场发挥。另
一场半决赛，A组头名江苏队对阵B组第
二名四川队。A组排名第三的天津体院队
将与广东队进行5至8名首场排位赛，胜者
争夺第五名。

本报讯（记者 申炜）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比赛，昨
天继续进行。意大利队和德国队都以大比分战胜了对手，英格
兰队在比赛最后时刻丢球，最终1：1和波兰队战成平局。
英格兰队对波兰队比赛的焦点是凯恩与莱万多夫斯基当

今两大王牌射手的对决。第70分钟，凯恩凭借一记世界波洞
穿对方大门，他在国家队的进球达到了41个，仅次于鲁尼（53
球）、博比·查尔顿（49球）、莱因克尔（48球）、格里夫斯（44
球），列队史第五位。
不过全场比赛补时阶段，莱万多夫斯基传中，下半时替补

出场的希曼斯基头球破门，波兰队绝境中收获宝贵的平局。
莱万多夫斯基虽然受限于波兰队的实力，但发挥并不逊于凯
恩，关键时刻体现了球星的价值。
在J组比赛中，德国队客场挑战冰岛队。开场仅6分钟，

萨内助攻格纳布里闪电破门。第24分钟，吕迪格时隔近4年
再次为国家队取得进球。下半时萨内和维尔纳分别破门，将
比分锁定在4：0。自从弗里克执教德国队后，目前已经取得
了三连胜，进12球、0失球，球队重新找到了强队感觉。
意大利队面对实力不强的立陶宛队，主教练曼奇尼安排因

莫比莱和因西涅等多名主力休息，与上一场被瑞士队逼平的比
赛相比，意大利队在首发阵容进行了8人大轮换。不过在比赛
中，意大利的攻势依然非常强劲，最终5：0取得了一场大胜。目
前意大利队各项赛事连续不败场次扩大至37场，继续刷新着
男足国家队的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沈福儒、高复祥和左树声等天
津足坛名宿齐聚一堂，为86岁的李恒益指导过了一个难忘的
生日。对于天津足球来说，这次生日聚会也成为一次具有传
承意义的相会。
李恒益曾经是天津队后防线上的一员悍将，上世纪六十

年代入选了国家队。在教练生涯中，李恒益培养出了很多优
秀的球员，无论个人魅力，还是球技都备受外界推崇。9月9
日是李恒益指导86岁的生日，天津元老足球俱乐部特意为他
举办了生日聚会。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北京时间昨天，随着ATP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
在2021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1/4决赛中以总比分3：1淘汰意大利球员贝雷
蒂尼，本届美网男单四强全部出炉，其中包括三位前四号种子选手，分别是
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梅德韦杰夫，阿利亚西姆是首位闯入美网四强的意
大利球员。女单四强则“黑马”不断涌现，除2号种子萨巴伦卡外，拉杜卡
努、萨卡里、费尔南德斯都是首次晋级美网半决赛的年轻小将。
德约科维奇自开赛以来没有遇到太多挑战，在淘汰了6号种子贝雷蒂

尼之后，他豪取大满贯26连胜，职业生涯第12次闯入美网四强，距离个人年
度全满贯和大满贯第21冠，只差最后两场胜利。兹维列夫的晋级之路非常
强势，除了在面对索克时丢掉一盘外，其他比赛一盘不失。从东京奥运会开
始，兹维列夫已经在各项赛事保持了16连胜，接下来他将和小德展开正面
交锋。另一场男单半决赛将在梅德韦杰夫和阿利亚西姆之间展开。
女单比赛中，高排位种子选手全部失利。希腊选手萨卡里以两个6:4淘

汰了4号种子普利斯科娃。英国资格赛选手拉杜卡努本届比赛状态火热，
前四轮比赛未丢一盘。本轮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赛会11号种子、东京
奥运会冠军本西奇，拉杜卡努延续了此前良好的状态，仅用时1小时22分
钟，便以6：3、6：4速胜，晋级半决赛。

7：5、6：3力克江苏名将张择，35岁的李
喆夺得梦寐以求的男单金牌。这也是继
2005年孙鹏之后，天津网球时隔16年重夺全
运会男单冠军。全运会赛场上，又见李喆的
泪水。16年，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所有的
隐忍和坚持，他终于在此刻迎来了春华秋
实。他用不懈努力，完美诠释了天道酬勤。
上午9时男单决赛，此刻距离他前一天

打完男双决赛，仅仅过去14小时。三线作
战，觉不够睡，在不停赶场，他的体能消耗可
想而知。站在场上，他凭借铁人般的意志在
战斗。“就是拼他！必须拿下！”这是李喆的信
念。他做到了！获胜那一刻，他落泪了。“虽
然不像昨天男双夺冠之后哭得那么厉害，但
也非常激动，而且清楚后面还有混双决赛。
夺得男单，特别痛快，感觉人生都敞亮了。”
这枚男单金牌，李喆等待了太久。之前

也正是因为没拿过男单冠军不甘心，他才一
路艰难地咬牙坚持过来。“憋在心里这口气
总算出来了！吴迪、张择，还有更年轻的张
之臻、吴易昺，包括之前的孙鹏、曾少眩，一
直觉得他们发展都很好，自己比他们差一
点。今天算是打了一场翻身仗，之前就孙
鹏和吴迪拿过男单冠军，现在我也拿了，终
于可以抬头了。”李喆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

自己的金牌，“虽然长得都一样，但男单金牌
对我来说意义绝对不一样。”
李喆说，终于圆梦，他感觉特别欣慰。“感

谢领导、教练没放弃我，更感谢自己一直没放
弃。一路走来，我的成长确实慢了点儿。感
觉别人像是‘开火车和飞机’，而我是在‘开电
三轮’。好在终于悟出来了，打明白了，这是
最宝贵的收获。”一起成长起来的对手们都过
来祝贺李喆，“都说我太牛了，而且是这年龄
还身兼三项都打进决赛。我赢得了大家的尊
重，这些是这么多年我一拍拍坚持拼出来的。
包括男双决赛对阵的柏衍，我们都是老将，大家
惺惺相惜。”
转战混双赛场，李喆虽然心态上更放松，

但体能上确实已经临近极限。“真的是太累
了，但我们丝毫没放弃，特别是第二盘抢七拿
下后，决胜盘回到同一起跑线，还是想拼到
底。我们尽力发挥了，但对手发挥更好。”同样
作为网球强队的江苏队，在本届全运会上只剩

下混双最后一线希望，自然是玩命也要拿。最
终，本届全运会网球赛场年龄最大组合李喆/徐一
璠以4：6、7：6（1）、3：6负于年龄相加比自己小12岁
的张择/孙子玥，遗憾获得亚军。“我和小徐一直
互相鼓励，我们是战友，遇到问题就要一起扛。
比赛结束时，我们拥抱了，互相安慰，说没关系，
都尽力了。”
谈及未来，李喆说，最近的目标是明年亚

运会。“我之前拿过男双和男团亚军，这次希
望能够单打夺冠。但不知道到底能参加哪个
项目。”天津全运会结束时，他曾说，“希望这
不是我的最后一届”,如今再提及“最后一届”
的话题，李喆依然没有给出确定答案。“真不
好说，如果队里需要我，也支持我继续打，那
我就坚持。我也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
人。我已经吃了这么多苦，希望他们能够少
走弯路。”
“16年，太不容易了！”看着儿子终于实

现了梦想，李喆的父母都非常激动，眼里有
泪。当外界都在关注李喆“飞得高不高”时，
至亲的人只关心他累不累。“2017年天津全
运会后，我曾经和他说过别打了，当教练带小
队员吧。他不死心，还想再拼。他说，如果到
年底世界排名能回到前 200 就接着打，不
行就算了，结果还真到 200了。”李喆的父
亲说。2019年，李喆的状态大有起色。然
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
所有的节奏。“出去比赛回来就是长时间隔
离，刚练出来状态又歇没了。后来就是长时
间没法出去比赛，眼瞅着状态下滑。练不了
对他打击非常大，干着急没办法，我们做家长
的跟着难受。”好在一切都熬过来了，用李喆
父亲的话说，苦尽甘来，没白坚持。
这么多年漂泊在外，李喆少于和家人的

陪伴。父亲说，这一点非常感谢儿媳妇的支
持。“他们谈恋爱时，我们还专门说过这个，这
丫头特别通情达理，她让我们放心。”这段时
间，李喆参加全运会，艺体运动员出身的妻子
作为裁判服务全运会艺体比赛。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陕西全运会网
球项目的比赛昨日落幕，在最后3项决赛
中也都出现了天津选手的身影。最终，李
喆夺得男单冠军，王蔷、郑赛赛包揽了女单
冠亚军，李喆还与徐一璠搭档收获了混双
项目的银牌。

李喆昨日率先亮相男单决赛，他以
2：0（7：5、6：3）击败江苏选手张择，将本
届全运会网球男单金牌收入囊中。之后
上演的女单决赛在两位天津选手之间展
开，不过郑赛赛开赛后不久便因伤宣布
退赛，王蔷也就此实现卫冕，郑赛赛收获

银牌。最后上演的混双决赛中，天津组合
李喆/徐一璠以1：2（4：6、7：6、3：6）憾负江
苏组合张择/孙子玥，最终收获混双亚军。
本届全运会上，天津网球选手成功跻

身全部5项决赛，最终获得4金 2银 1铜的
佳绩。其中，李喆/高鑫取得的男双金牌不

仅是天津代表团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的首
金，也是天津网球队男双项目的全运会历
史首金，更是帮助天津网球队填补了全运
会历史上唯一缺少的男双项目金牌的空
白，而李喆也实现了个人全运会双打、单打
项目的双突破。

本报讯（记者 赵睿）抵达了阿联酋沙迦的中国队开始了
新的一段旅程。未来一个多月时间，李铁面临两项重要工作，
首先是提升攻防转换节奏，还有就是演练入籍球员进攻组合，
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
中日之战给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上了一课，不客气地

讲，两支队伍踢得不是一种足球。已经进行完的中国队两场
世预赛核心数据还没有看到，但本报记者曾听到给中超联赛
做技术分析的专业人士介绍：中超比赛每队的高强跑平均间
隔时间4分钟左右，日韩联赛该项数据是大约2分钟，欧洲联
赛更短。高强跑间隔时间短，意味着比赛攻防转换节奏快，节
奏快就意味着球员的技术、意识、跑位、配合、体能等项必须达
到很高要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回过头来看中国队两场
比赛，踢球就像影视剧里的“慢动作”，从中超联赛走出的国脚
无法适应亚洲现代足球。李铁很难在短期内给中国队带来质
的突破，只能在现有基础上让攻防转换节奏尽可能有提升。
中日比赛第60分钟，由艾克森、阿兰、洛国富三名入籍前锋

联袂登场，这是期盼已久的时刻，由于整体实力差距较大的缘
故，没能带来惊喜。按照计划，教练组下一步将会加强进攻训
练，其中三名入籍球员组成的“三叉戟”是一个重点。另外，张琳
芃经过医院检查伤处主要集中在腰椎间盘，脊椎韧带也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损伤，应该能在10月7日与越南队比赛之前康复。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萨瓦德
尔俱乐部U19A队宣布，来自中国的17岁年轻球员何小珂正
式加盟。萨瓦德尔U19A队本赛季参加西班牙U19荣誉联赛
（注：西班牙足球青年荣誉联赛是西班牙最高级别的19岁以
下青年足球联赛），该联赛规定只有年满18岁球员才能参赛，
所以何小珂暂时还打不上比赛。
何小珂2004年1月出生于北京，10岁时加入鲁能足校，

在场上司职前锋。2018年武汉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小组赛
最后一轮，U14国少凭借何小珂上演的帽子戏法3：1战胜韩
国队。2019年，何小珂以队长身份率领中国国少队打进亚少
赛决赛圈。2020年4月14日，何小珂宣布加盟塞尔维亚的贝
尔格莱德红星，后由于疫情原因回国。
进入专业足球学校之后，何小珂并未放弃文化学习，2015

年11月份的考试何小珂三门功课全拿到满分。由于鲁能足
校的教学模式与潍坊市教学模式同步，何小珂的成绩在该市
也是高分，因而被队友戏称为“何三百”。
武磊的成功案例说明，即便在高水平环境里短期内打不

上比赛，只是跟队训练，对正处于“长球”阶段的何小珂来说也
将收获颇丰。

国青队长登陆西班牙

世预赛 意大利队刷新纪录

天津足坛名宿为李恒益祝寿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在西安奥体
中心游泳跳水馆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跳
水比赛，结束了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
人3米板决赛的争夺。东京奥运冠军组合
张家齐/陈芋汐、谢思埸/王宗源分别以联
合队名义出战，毫无悬念顺利夺冠。天津
队陈叶源/唐怡萱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以
307.32分获得宝贵的铜牌。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张家齐和陈芋汐

搭档，稳稳拿到了一枚金牌。此番征战全运会，
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在女子双人10米台决
赛中，张家齐和陈芋汐这对奥运组合一出，
对于其他对手而言就只能争第二，奥运冠军
任茜和世锦赛冠军卢为组成的四川队，是最
能威胁张家齐/陈芋汐的配对，但仍然没能
阻挡她们夺冠的脚步，最终张家齐/陈芋
汐一路领先，顺利夺金，45天内揽下奥运和
全运双冠。张家齐在这个项目上实现全运会
两连冠，陈芋汐首次赢得全运会冠军。四川队
卢为/任茜以323.43分获得亚军，这也是全运

会跳水比赛开赛以来四川队收获的首枚奖牌。
在此前进行的全运会跳水团体决赛中，

张家齐和陈芋汐已经出战，分列单项二、三
位，单项第一被东京奥运单人10米台冠军、
来自广东队的全红婵获得。在本次全运会
中，16岁的陈芋汐和17岁的张家齐一直是场
内场外的活宝——她们俩在训练之余不仅模
仿许昕打球，还蹲在地上练起了“蛤蟆功”。
随后的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东京奥运

会该项目金牌获得者王宗源和谢思埸同样以
联合队名义出战，实力明显胜出一筹，以总分
495.18分获得冠军，领先第二名多达80分，
这一成绩也超过他们在奥运会决赛得到的
467.82分。江苏组合刘成铭/朱涵和四川搭
档李劲聪/余艾洋，分别以414.63分和409.32
分获得亚军和季军。

棒球半决赛 天津碰北京

朝鲜奥委会被暂停资格 小德强势晋级 女单“黑马”涌现

美网男女单打四强全部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