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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历史射手榜第二位

2号与9号虚位以待

中国女排球衣号码有“玄机”

中国女排出战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24人大名单已经
揭晓，除了正在福建漳州基地参与集训的20名球员之外，
还补充报名了王梦洁、仲慧、杜清清、王文涵4名各具特点
的球员。其中，出战了去年东京奥运会的自由人王梦洁尤
为引人关注，而想要走出目前的阴霾还要靠她自己的积极
调整。
作为中国女排在此前东京奥运会周期内的主力自由人，

王梦洁的成长与进步有目共睹。不过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王梦洁略有起伏的表现招致外界的质疑与诟病。之后在
陕西全运会上，王梦洁的表现也略显平庸，而她在2021—
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中甚至都难以坐稳山东女排的
主力自由人位置。不过在全新的巴黎奥运会周期伊始，王梦
洁还是顺利参加了国家女排训练营，但最终遗憾落选了前往
福建漳州集训的20人正式名单。对于王梦洁，蔡斌指导也特
别说道：“王梦洁缺席了联赛之后，在训练营中非常努力、迎头
赶上，不过状态还未调整到最佳。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两年
多的时间，我也跟王梦洁进行了交流，表示国家队的大门始终
向她敞开。”而此次将王梦洁加入到中国女排出战今年世界女
排联赛的名单中，也表明蔡斌指导依然没有放弃这位竞技状
态暂时处于低谷的优秀自由人。
此外，同样来自山东队的杜清清也是一位技术全面的边

攻手，可以胜任主攻手和接应二传手两个位置，还能担任后排
的一传保障任务。而下个月才将年满20岁的副攻手王文涵
也来自山东女排，身高1.94米的她也具备成为一名顶尖副攻
手的潜质。而上海女排的主攻手仲慧虽然身高只有1.81米，
但是作为国内矮个子主攻手的代表，她的进攻速率快、力量
足，还有一手大力跳发球的特长技术，也能满足国家队临场变
阵、轮换发球等特定的战术需要。 本报记者 谢晨

据新华社电 国际足联秘书长萨穆拉和新
西兰副总理兼体育部长格兰特·罗伯逊当日发
表联合声明称，2023年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将
于2022年10月22日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
萨穆拉表示，2023年澳新女足世界杯筹备

顺利，这将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女足世
界杯。

罗伯逊则表示，奥克兰有幸成为2023年女
足世界杯揭幕战和抽签仪式的举办城市，新西
兰将力争为全世界观众带来具有浓厚新西兰文
化历史特色的现场表演。

据悉，在抽签仪式上，除了决定32支参赛队
如何分组，还将确定在奥克兰参加揭幕战的代
表队。

到目前为止，除亚洲和欧洲已经有包括中
国在内的9支代表队锁定女足世界杯入场券，加
上作为东道主参赛的澳新两国代表队外，剩余
21个参赛名额将在10月前的各洲赛事中决出。

根据赛程，2023年女足世界杯揭幕战将于7
月20日在奥克兰上演，决赛将于8月20日在悉尼
举办。一共64场赛事将在澳新两国的9个城市
举办。
2023年女足世界杯将是该赛事第一次扩大为

32支球队参赛。自1991年创办以来，女足世界杯
与男足世界杯一样，每四年举办一次。中国曾在
1991年和2007年举办这项赛事。

据新华社电 荷兰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12
日宣布，比利时布鲁日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施勒
德将接替滕·哈格出任阿贾克斯主帅。

据阿贾克斯官网介绍，施勒德将签署一份
“2+1”合同，在本赛季结束后出任该队主教练，
任期两年，到2024年6月30日结束，之后还可
选择续约一年。滕·哈格将在本赛季结束后转
任英超曼联主教练。

施勒德1972年出生于荷兰。作为球员，他
曾经效力于费耶诺德、布雷达和维特斯等多家
荷兰俱乐部。退役后开始执教生涯，先后担任
荷兰和德国多家俱乐部助理教练或主教练。
2018年 1月至 2019年，他曾在阿贾克斯担任
滕·哈格的助理教练。2022年1月，他被任命为
布鲁日主教练。
施勒德表示，很高兴能重返阿贾克斯，对担

任阿贾克斯主教练感到荣幸，将会尽全力抓住
这个机会。他表示将会让球队在经验丰富的顶
级球星和优秀年轻球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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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

将于10月举行

出战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增补”四将特点鲜明

WTA1000罗马站

两朵“津花”无缘女双4强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四年前的曼谷，中国女队在尤伯杯半决
赛中以2：3惜败于泰国队，出战尤杯以来首次无缘决赛。此刻依然
是曼谷，同样是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再次在半决赛与泰国队相
遇。这一次，国羽姑娘们拒绝冷门重演，3：0完胜对手，第19次挺进
尤杯决赛，将与韩国队争夺冠军，后者以3：0力克日本队。
四年前的陈雨菲还尚显稚嫩，抗压能力和整体实力，还不能

成为让人绝对放心的“女一号”。彼时交锋，陈雨菲以1：2遭因
达农逆转。四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如今，陈雨菲已经成为
奥运会冠军。虽然本赛季以来她尚未达到最佳状态，但一直在
通过比赛积极调整调动自己。她也是国羽最令人放心的一姐，
开赛以来一局未失，每次都是不辱使命为国羽打响头炮。此次
再度面对因达农，陈雨菲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21：18、21：12
获胜。陈雨菲表示，自己打得很有耐心，而且先赢会提升士气。
“我现在状态一场比一场好，我更相信身后队友的实力。”

面对四年前的手下败将、现世界排名第八的基蒂塔拉库

尔/巴宗哉，现世界第一陈清晨/贾一凡陷入了 74分钟的鏖
战。好在“凡晨组合”调整及时，以17：21、21：13、21：15上演逆
转，保持了对对手的13战全胜。“凡晨组合”表示，“很想在本场
比赛中弥补四年前的遗憾，第一局确实打得不好，但相信我们
遇到困难时解决困难的能力。”
正如此前何冰娇所言，之前每一次三局获胜对她都是锻

炼，经受住考验的她此番赢得相对轻松，以21：15、21：15战胜
李美妙，帮助中国队以3：0锁定胜局。
获胜时刻，何冰娇更想感谢队友。“雨菲开了好头，凡晨在

困难情况下逆转，队友们奠定了良好基础，让我更能放开去
打。这几场我也是越打越好，希望决赛中能够有更好表现。”
从1984年开始，中国女队第19次挺进尤杯决赛，此前15

次夺冠，3次摘银。以往，中国女队和韩国女队曾经8次在尤杯
决赛相遇，中国队赢了7次，唯一的失利是在2010年。此番，
中国队将向尤杯第16冠发起冲击。

据新华社电 12日晚，中国男队0:3不敌印尼队，无缘汤姆斯
杯四强，平了历史最差战绩。这几乎是上届汤杯决赛的重演，只
不过这次碰面早早地发生在四分之一决赛。
料到是硬仗，中国队变阵以应。首场一单对决，世界排名第

38的赵俊鹏1:2负于世界第五的金廷。第二场男双较量，刘雨
辰/欧烜屹0:2完败于阿山/苏卡穆约。随后，世界排名第50位的
22岁新锐李诗沣连输两局不敌世界第八的乔纳坦。
客观地说，输球在意料之中。赛前，相比尤伯杯夺冠大热门

中国女队以及她们卫冕的豪言，男队要低调得多——用中国羽
毛球协会主席张军的话说，汤杯目标是“冲击前四、拼出气势”。
目前男队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男单呼唤新生代，男双在新奥

运周期全面重组。东京奥运会后，阵中两位单打实力最强之一
的里约奥运冠军谌龙暂时休战，申请了积分保护，目前在恢复过
程中；另一名将石宇奇饱受伤病困扰，又因去年汤杯半决赛退赛
风波受到队内处罚，目前正处于一年的禁赛期；国羽实力最强的
男双组合因李俊慧退役而拆对。
此次出战汤杯，国羽不得不以年轻阵容为主。单打方面，世

界排名最高的是陆光祖（第25），至于小将李诗沣、翁泓阳，他们
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还稍显陌生；男双则多是新组合，何济霆/
周昊东从去年苏迪曼杯开始搭档，刘雨辰在李俊慧退役后本赛
季与欧烜屹携手，谭强和任翔宇则是时隔多年重新合体。
阵容的薄弱也影响了抽签结果。由于疫情国羽去年参赛

较少，双打又在重组调整期，积分排名不占优势，赛前分组抽
签时仅位列汤杯7号种子，属于第二档，与一档强队丹麦分在
一组。小组赛在与丹麦的直接对话中，中国队鏖战6小时惜
败，没能争得小组头名。因此，淘汰赛第一场就遇上实力强劲
的卫冕冠军印尼队。
当然，小伙子们在比赛中不乏亮眼表现。与印尼队一战，赵

俊鹏第一局速败后，第二局也一直落后，但他后半段顽强地后来
居上扳回一局，可惜决胜局发挥起伏不定而落败；对丹麦的比赛
中，李诗沣出人意料逆转战胜世界排名第三的安东森……中国
男队最终因实力不济止步八强，这是他们为成长交的“学费”。
唏嘘之余，反观世界男子羽坛，丹麦的安赛龙和安东森、日本

的桃田贤斗、印尼的金廷和乔纳坦、马来西亚的李梓嘉等都是男
单强手，同时上述队中目前都有世界排名前十的男双强档。而中
国队男单缺乏核心，男双尚在磨合，与世界顶级水平存在差距。
国羽上次捧起汤杯是2018年，那是时隔六年拿回的冠军。

彼时男队实力强大，单双打均衡，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相对稳定的
阵容。那一年，承受质疑的是女队，她们止步四强，历史首次无
缘尤伯杯决赛。当时“小花”陈雨菲、何冰娇还很稚嫩。然而经
过调整，现在女队已走出低谷，奥运冠军陈雨菲领衔的女单还形
成了一定集团优势。
在羽毛球以及几乎所有运动领域，历史无数次表明，没有哪

支队伍能长盛不衰。历史也无数次验证，强者恒强。前进途中
有波折再正常不过，只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正视差距，找到症
结，积极谋变，踏实践行，就完全有可能重新迎头赶上。
付出成长的代价不可怕，只要能真的带来成长。巴黎奥运

周期看似刚刚开启，实则时间已所剩无多。期待国羽小将经历
大赛磨砺稳健成长，新组合顺利度过磨合试验期，涌现新的领军
人物，开创崭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世界斯诺克官网昨
天宣布，从2023年起，斯诺克世锦赛赛制将发
生重大变化，所有资格赛都改为19局10胜制。
同时将增加几项赛事的奖金，4站本土系列赛
事将与欧洲大师赛、德国大师赛奖金相同。
根据WPBSA和球员的反馈，WST决定将

定于2023年4月举办的斯诺克世锦赛资格赛的
赛制全部改为19局10胜制，资格赛具体日期将
在适当的时间公布。此前，资格赛的前三轮都
采用11局6胜制。

2023年有几项赛事的奖金将会增加，其
中，土耳其大师赛总奖金将变为525000英镑，
英国公开赛总奖金将会提升到478000英镑，两
项赛事冠军奖金将提升到100000英镑。英格
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公开赛的参赛球
员，总计将得到427000英镑，冠军将得到80000
英镑，与德国大师赛和欧洲大师赛的冠军奖金
相同。

据新华社电 本泽马正在为皇马书写新的
传奇。凭借12日西甲第36轮皇马对莱万特之
战中一记进球，法国前锋已在俱乐部历史射手
榜上升至并列第二位。
在对莱万特的比赛中，本泽马于第19分钟

头球破网，助球队6:0大胜对手。这也是他身披
皇马球衣打入的第323球。凭借这记进球，法
国人追平球队传奇射手劳尔，并列成为俱乐部
历史第二射手，进球总数仅次于克·罗纳尔多
（C·罗）。

此外，迄今为止本泽马已在西甲赛场上打
入219球，是联赛中为皇马入球数第三多的球
员。目前，他在俱乐部联赛历史射手榜上落后
于克·罗纳尔多和劳尔。
本赛季以来，本泽马状态尤为神勇，在各项

赛事中已打入44球，其中包括联赛27球、欧冠
15球、西班牙超级杯2球。凭借出色的表现，他
也有望成为今年金球奖的有力竞争人选。

中国排协官网近日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2022年世界女
排联赛的24人大名单，这是蔡斌今年初重回中国女排主帅
位置后，在巴黎奥运会周期公布的首期国家队正式比赛大
名单，许多国家队的新人也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女排
球衣号码。不过细心的球迷已经发现，24名球员的球衣号
码却一直延续到了26号，其中2号、9号两个球衣号码虚位
以待。
在此次中国女排公布的球衣号码中，大多数国家队的

“老面孔”还是沿用了自己之前穿着的国家队号码，而首次
入选国家队的球员也都获得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女排
球衣号码。按照球衣号码的顺序，中国女排出战今年世界
女排联赛的24人名单依次是：1号袁心玥、3号刁琳宇、4号
杨涵玉、5号高意、6号龚翔宇、7号王媛媛、8号金烨、10号王
云蕗、11号王艺竹、12号李盈莹、13号蔡雅倩、14号郑益昕、
15号王唯漪、16号丁霞、17号倪非凡、18号缪伊雯、19号陈
佩妍、20号吴梦洁、21号王逸凡、22号许嘉楠、23号王梦洁、
24号仲慧、25号杜清清、26号王文涵。其中，来自天津渤海
银行女排的袁心玥、王媛媛、李盈莹都沿用了自己此前一直
穿着的国家队球衣号码。而对于天津小将王艺竹来说，
2019年她首次入选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30人大名单
时的报名号码是30号，当年她也并没有实际参赛，而今年她
获得了国家队的11号战袍。
至于其中缺少的2号、9号，熟悉中国女排的球迷都知道，

这是分别属于朱婷和张常宁的国家队球衣号码。在此前的东
京奥运会周期，朱婷一直担任着中国女排的队长，而张常宁也
曾在多项赛事中担任过中国女排队长的角色。尽管两人目前
都处于手术之后的康复阶段，但从空缺出2号和9号球衣的安
排不难看出，主帅蔡斌显然还在国家队保留了二人的席位。正
如蔡斌指导此前说过的那样，“朱婷和张常宁的缺席是目前的
实际情况，希望新一届中国女排打团队排球，尽量做到多点开
花，希望二传手在场上把5个攻手都调动起来。中国女排的大
门也始终向这次没有入选的运动员敞开。”

本报记者 谢晨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时间昨天，2022年WTA1000
罗马站展开女双1/4决赛争夺，徐一璠/杨钊煊以4：6、2：6不
敌克劳茨克/舒尔斯，张帅/桑德斯以6（4）：7、3：6负于库德梅
托娃/帕芙柳琴科娃，两朵“津花”双双无缘4强。
徐一璠此次再度携手杨钊煊出战，二人已经多次合

作，彼此熟悉默契。二人作为赛会 7号种子，一路挺进 8
强，在1/4决赛中挑战3号种子克劳茨克/舒尔斯。遗憾的
是，二人未能更进一步，0：2告负无缘4强。以赛会头号种
子身份出战的张帅/桑德斯首盘与库德梅托娃/帕芙柳琴
科娃战至抢七，但以 4：7丢掉抢七局，从而以 6：7输掉首
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在第7局被破发，最终以3：6失利。
卫冕冠军、现WTA女单世界第一斯瓦泰克以6：4、6：1战
胜阿扎伦卡，本赛季连胜已达到25场。
ATP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第三轮，10届赛会冠军纳达

尔，脚部旧疾复发以6：1、5：7、2：6遭沙波瓦洛夫逆转，对左撇
子球员23场连胜（赛前退赛不计在内）就此终结，同时错过了
在罗马迎来自己第100次晋级大师赛男单8强的里程碑时
刻。这样，纳达尔将只能以5号种子身份出战法网。5届赛会
冠军、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以6：2、6：2完胜3届大满贯冠军、
前赛会亚军瓦林卡，16次参加罗马大师赛全部晋级到男单8
强阶段，将在1/4决赛对阵阿利亚西姆。

阿贾克斯新主帅确定

中国女队第19次挺进尤杯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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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完胜泰国队 将与韩国队争夺冠军

整体实力仍显不足 小将急需尽快成熟

中国男队汤杯“交学费”找差距

斯诺克出台多项改革

赛制奖金均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