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人名单正式揭晓

天津女排今日出征全锦赛

8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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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全运会经验成果 全力推动新周期备战

天津代表团召开十四运总结大会

国足移师苏州封闭集训

阵容可能进一步补强

汤尤杯国羽男女队双双挺进四强国乒吹响新周期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李蓓）2021中国·天津第五届体育旅游
大会将于10月22日在蓟州区下营镇举行。为期4天的体
旅大会将举办京津冀骑跑两项挑战赛、全国青少年轮冰巡
回赛（天津站）、重机摩托骑行、房车露营展示体验、“吉姆”
冒险世界运动嘉年华、家庭汽车自驾集结等6项系列活动。
其中，家庭汽车自驾集结活动将面向社会公开，包括新

能源车在内的所有车型皆可参加，报名总人数限300人，分
两批进行。第一批时间为10月22日至23日，第二批时间
为10月23日至24日。在两天的活动中，报名参与者可参
加梨木台登山，赴吉姆乐园开展体育休闲、极限运动、亲子

趣味活动，还将在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观摩赛事、体
验冰壶等专业场馆运动，并且食宿在运动员公寓，体验运动
员生活。本届体旅大会，旨在通过打造具有影响力的赛事
活动，形成区域品牌，为区域体育、旅游、文化事业的快速融
合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此外，由天津汽摩协会等单位组织的“行川北、知华夏”

秋赏九寨、黄龙主题自驾活动将于10月27日举行，现已启
动车友招募。活动咨询电话：天津汽摩协会23526974，金
昇国旅4008782255。报名地点：南开区水上北道爱俪园公
寓天津汽摩运动协会；南开区三马路165号金昇体育。

本报讯（记者 申炜）第十四届全运会
已于9月27日在西安闭幕，天津体育健儿
取得了18 枚金牌、10枚银牌、16枚铜牌、
奖牌总数44枚的成绩。昨天，天津代表团
召开了第十四届全运会的总结大会，深入
总结了经验，并且部署了新周期的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天
津体育健儿取得了18 枚金牌、10枚银牌、
16枚铜牌的成绩，实现了天津竞技体育新
突破、新增长、新跨越，以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赛出了天津精神、天津

风格、天津水平，为天津人民争得了荣誉。
天津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教练员、运

动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从严要求贯
穿始终，严格落实疫情防护要求隔离措
施，全运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成
效显著，天津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
奖”，取得了运动成绩、精神文明和健康
防护“三丰收”，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
“认真总结全运会经验成果，促使天津

体育再上新台阶”，成为了这次会议的重点

内容。在总结参赛成功经验的时候，天津代
表团认为共分为八个方面，分别是：加强领
导，注重顶层设计；重点突出，注重交流合作；
目标明确，注重激励机制；提升实力，注重科
学训练；保障有力，注重体医结合；坚实信念，
注重思想教育；严格管理，注重疫情防控；严
肃纪律，注重正风肃纪。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巩固全运成
果，全力推动新周期备战，将成为天津体育重
中之重的内容。尤其接下来要启动第十五届
全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天津体育

工作者要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奋发有为、
顽强拼搏，为加快我市体育事业发展、建设体
育强市做出新的贡献。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教练

员代表万兴化、张建立、田斌，运动员代表李
喆、姚迪在这次会议上都总结了各自项目的
经验。在全运会网球项目取得两枚金牌一枚
银牌的老将李喆表示：“全运会比赛已经圆满
结束，我们又回到新的起点，在运动生涯重新
规划中继续前行，争取在今后的比赛中获得
更好的成绩回馈祖国、回馈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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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队入境核酸检测全部
合格，队伍从上海抵达苏州驻地，开始按照防疫规定进行
集中隔离，并进行集训。针对11月份的两场世预赛，中国
队阵容有可能会补强。
中国队防疫官戚军在个人社交软件上发声：“也算是兑现

出发前的承诺了：带大家安全健康回家！此次出行作为中国
团队的防疫官，可能有时在防疫管控方面不近人情，但这一切
都是为了大家努力征战比赛的同时最后能安全健康回家，实
属不易，这也是大家在外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牺牲很多自由换
来的……”中国足球代表团8月份出征西亚时，提出了八字目
标：安全回归，全力抢分。中国队完美地完成了第一目标，至
于第二目标，从实际情况出发还是留给有很大可能落户国内
的两个主场来完成。

中国队在前四场比赛中一共为30名队员报名，一次都没
有进入比赛23人大名单的只有巴顿和一直养伤的左后卫李
磊。武磊回到西班牙，剩余31名球员将参加在苏州的封闭集
训，但难保不会出现在阿联酋沙迦集训时的减员情况，有消息
表明，中国队教练组考虑对阵容个别位置进行补强，而中国队
阵容组成也确实有补强的空间，例如边后卫、后腰等位置。目
前足协杯激战正酣，此前中超各队都保持正常训练，补召的队
员体能应当不是太大问题。

中国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重点是进一步磨合好已基本
成型的442和532两种打法，还要考虑如何把入籍球员使用
好。根据前4场比赛使用情况分析，不存在对入籍球员使用
的限制，只是教练组在制订战术打法时，想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先与对手打消耗战，半场过后再把他们派上去。下面
两场比赛如何拿捏入籍球员的使用时间和数量，考验教练组
的智慧。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世预赛南美区进行了第12轮
的较量，阿根廷队主场1：0击败秘鲁队，继续稳居第二位。值
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队已经连续25场比赛没有输球了，球队
终于找到了梅西的“使用说明书”。
主场击败秘鲁队，对于阿根廷队而言并不容易，因为对方

球员的表现相当粗野，全场犯规次数高达20次。支离破碎的
比赛时间内，阿根廷队在半场结束前还是抓到了机会，劳塔
罗·马丁内斯鱼跃冲顶破门，帮助球队最终1：0取胜。

本场比赛结束后，阿根廷在世预赛的11轮比赛中拿到了
25分，创造了球队世预赛历史第二好成绩。相比于之前几届
磕磕绊绊的出线，这届斯卡洛尼的阿根廷队就稳健多了。如
果顺利，阿根廷队最快在11月就能锁定世界杯参赛资格。阿
根廷队上一次输球还是2019年7月，至今已经保持25场比赛
不败。
阿根廷队踢得顺风顺水，梅西的发挥也相当稳定，尽管此

役没有进球，不过他在前场的牵扯作用非常明显。斯卡洛尼
接手阿根廷队之后，很快就找到了梅西的使用说明书，后者在
队中扮演了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依靠队友扯出的空当来寻找
机会。在这样的战术体系下，梅西踢得相当舒服。

在这支阿根廷队中，梅西依然享受着特权，他不需要回撤防
守，但球队却保持着很好的攻守平衡，这点连“大巴黎”都没有做
到。在梅西无法进球的情况下，阿根廷队还能取胜，球队已经逐
渐走出了梅西依赖症的困扰，但梅西的作用依然非常突出。

另外一场比赛中，巴西队4：1战胜乌拉圭队，继续领跑积
分榜。

阿根廷找到梅西使用秘籍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汤尤杯羽毛球团体赛昨天在丹麦阿胡斯展开1/4
决赛争夺，中国女队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挺进尤杯四强。中国男队以3：0
击败泰国队，进入汤杯四强。

尤杯1/4决赛对阵中国台北队，陈雨菲出战第一单打，她以21：16、21：13
战胜白驭珀，为中国队打响头炮。赢球的陈雨菲在比赛中找问题，“自己进入
状态偏慢，对对手打法不太熟悉，第一局开局失误较多。淘汰赛紧张感更强
烈，希望后面能够经受住考验。无论对手是谁，我们会全力以赴，弥补上一届
无缘决赛的遗憾。”第二场，陈清晨/贾一凡以21：10、18：21、21：14力克许雅
晴/胡绫芳。何冰娇以21：14、21：9轻取洪毅婷，为中国队锁定胜局。半决赛
中，中国女队的对手是泰国队，后者鏖战6小时以3：2淘汰印尼队。日本队和
韩国队分别以3：0战胜印度队和丹麦队，将在半决赛中相遇。

与汤杯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印度队相比，中国男队在1/4决赛对阵泰国
队时对阵容进行微调，陆光祖休战，李诗沣出任第二单打，翁泓阳出任三单。
首场比赛，石宇奇以21：14、21：17战胜王高伦。第一男双何济霆/周昊东摆脱
了上一场输球的阴影，以21：10、21：18击败乔姆考/凯德伦，帮助中国队把总
比分扩大为2：0。李诗沣对阵泰国天才少年昆拉武特，二人此前5次交锋都是
昆拉武特获胜。这是对李诗沣的考验，一方面是打破逢对手不胜的魔咒，突破
自我。另一方面是为国羽锁定胜局，同时在队内竞争中抢占先机。最终，李诗
沣以21：13、17：21、21：7击败对手，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泰国队，昂首挺进汤
杯四强。在与韩国队的交锋中，桃田贤斗再次输给许侊熙，日本队前两场全部
告负，但之后连赢三场，以3：2逆转韩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中国队。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2021年全国女
排锦标赛将于本月20日在广东江门拉开战
幕，天津女排今日将踏上此次比赛征程。昨
天，参赛12人名单正式揭晓，其中包括6名
刚从青年队升入成年队试训的年轻小将。

本次全锦赛，天津女排派出助理教练
曹阳担任代理主帅率队出征。为备战新

赛季排超联赛和考察队员，天津队此番集结
了一套以老带新的12人阵容，包括杨艺、李
雅楠、孟子旋、陈博雅、韩玥、孟豆以及6名小
将张馨月、刘美君、夏思佳、董铭霄、卞敏璇、
刘鑫。主教练王宝泉曾明确表示，不会给球
队出战全锦赛设定成绩方面的目标要求，
“希望年轻教练员带领年轻运动员拼出自

我，展现新一代天津女排球员的朝气与活
力，保持天津女排顽强拼搏的比赛作风，达
到锻炼队伍、考察新人的目的就好。”

虽然王宝泉指导并没有给球队下达成绩
任务指标，但第一次担任主帅带队出征的曹
阳还是感受到了压力与责任，他表示：“这次
比赛我们虽然没有派出主力阵容参赛，但天
津女排的光荣传统和顽强作风不能丢。我们
在比赛中会力拼每一个对手，力争更好的成
绩。这次比赛的重点是锻炼和考察新人，因
此在排兵布阵时也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需要，
为备战新赛季联赛选拔合格的轮换人选。”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北京冬奥
会系列测试赛之一“相约北京”2021亚洲
花样滑冰公开赛在首都体育馆结束了全部
四个项目的争夺，中国花滑队收获两项冠
军，其中隋文静/韩聪夺得双人滑冠军；王
诗玥/柳鑫宇拿下冰舞项目的金牌。
本届赛事是首都体育馆改造后承办的

首项国际赛事，设有冰舞、双人滑、女子单人
滑、男子单人滑4个项目的比拼，共有来自9
个国家和地区的32名运动员参与争夺，中国
花样滑冰队派出新老选手共17人参赛。
在昨天进行的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

隋文静/韩聪发挥稳定，得到144.21分，与前
一天短节目成绩相加后，以总分223.48分夺

冠。赛后，隋文静表示：“我们今年的状态比
前几年好了很多，动作质量也有了很大飞
跃。”韩聪则透露，“我们将继续按照制订的
计划参加已报名的分站赛比赛。”谈及一直
困扰二人的伤病，隋文静乐观地说：“有很好
的团队正在帮助我们克服和解决问题，一切
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其他三个项目，中国选手王诗玥/柳鑫

宇在冰舞自由舞比赛中表现依旧强势，自由
舞得到110.91分，与韵律舞得分相加后，以
总成绩186.58分摘金。男单自由滑项目中，
受到阑尾炎病情影响的中国名将金博洋未
能展现出最佳状态，最终以总分224.09分收
获季军，日本选手键山优真、佐藤骏包揽了
前两名。日本选手三原舞依凭借自由滑比
赛中的出色发挥，最终以总分203.58分逆转
同胞坂本花织，夺得女单项目的冠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本月 17
日，国乒队员们将在浙江温州集结，
开始休斯敦世乒赛的封闭集训，这
也是巴黎奥运周期首次集训。目
前，男女队共有10名老将离开国家
队，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城也因家
庭原因离开国乒。

中国乒协秘书长、男队主教练
秦志戬表示：“这次备战和以往不
同，以往新周期开始的休整时间被
迫压缩。我们这次封闭集训，就是
要借着新周期备战节奏的调整，有
针对性地帮助队员提高，为打好巴
黎周期第一个大战——休斯敦世
乒赛做足准备。”此次封训中，林高
远、梁靖昆、王楚钦、周启豪、刘丁
硕将前往斯洛文尼亚参加WTT赛
事汇。

据秦志戬介绍：“男队综合奥运
前两站选拔赛、全运会、乒超联赛以
及积分排名等因素，最终选定这五名
球队的中层力量去参赛，一方面希望
他们以赛代练，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
积分排名，另一方面也希望增加他们
和我们主要对手的交手机会，在比赛
中对他们进行筛选。”据悉，这五人之
后将直接前往休斯敦，执行参赛或陪
练任务。

此次女一队和女二队共同进行
集训，同时备战世乒赛和世界青年
锦标赛。女队主教练李隼表示，希
望各个梯队选手都要展示出自己的
能力。“新的周期就是新的起点，无论
是奥运冠军还是年轻队员，都要重新
展开竞争。”

新周期球队人员进行了新老交
替，男队的方博、周雨、闫安、郑培锋，
女队的冯亚兰、李佳燚、张蔷、刘斐、顾
玉婷、车晓曦均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
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城因为家
庭原因，主动申请离开了国家队。李
隼透露，在新周期的集训中，教练组会
通盘考虑，为孙颖莎的备战制定完整
规划。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斯诺克北爱尔
兰公开赛昨天展开1/8决赛争夺，在第六
局错过超分红球后，颜丙涛拿下一波三折
的决胜局，以4：3力克奥沙利文，将在1/4
决赛迎战米切尔·曼恩。

颜丙涛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以3：2
反超。但第六局在71：0领先的大好形势

下，由于一次失误被奥沙利文73：71逆转。
决胜局，奥沙利文打丢难度并不大的粉球，颜
丙涛顺势赢下比赛。“很开心，这是一场令人
意外的胜利。本来以为可以4：2获胜，没想
到罗尼竟然73：71翻盘打到了决胜局。”颜丙
涛坦言：“我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当时想可能
要回家了。很惊讶他打丢了那颗粉球，这给

了我机会。当然压力会很大，因为罗尼自带
的气场在这样的赛场上给我带来了很紧张的
那种窒息感。我想着要集中精神，不要出现
太多简单的失误。”
输球的奥沙利文在为自己“找面子”，“这就

是个小比赛，和打练习赛一样，真正重要的只有
三大赛，如果你让我选择赢10个这样的比赛还
是拿到一次世锦赛冠军，那当然是世锦赛冠军，
没有人会因为你拿到北爱尔兰公开赛这样的冠
军而记住你。”不过，他也确实承认颜丙涛的水
平。“我很喜欢和他这样水平很高的年轻人比赛，
他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我，所以配得上胜利。”

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落幕

中国花滑队收获两项冠军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由天
津市体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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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办，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协办的
2021天津市重阳节登高健身大会在
南翠屏公园启动，我市200多名中老
年朋友参与其中。

此次活动以“九九重阳 人人登
高”为主题，专为中老年朋友们精心组
织和设计，参与者从南翠屏公园广场
出发，沿环山步道和登山步道攀登至
山顶揽翠亭。活动不计成绩、不计名
次，每一名参与者都会获得完赛证书
和一份完赛奖品。

将中华民族重阳登高的传统习
俗与全民健身新时尚相结合是本
次登高活动的特点，既传承了中华
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也丰富了中老年人的业余生活，进
一步弘扬传统体育文化，促进老年
人身体健康。以这样的方式庆祝重
阳节，很多老年朋友都表示特别有意
义、有价值。

重阳登高健身大会启动

天津第五届体育旅游大会即将举行

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

颜丙涛力克奥沙利文晋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