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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比赛技战术细节 加强与队员思想沟通

津京德比战前 津门虎先稳住心态
世联赛1：3不敌日本队

中国男排遭遇两连败

市体育局举办金融政策宣讲暨银企对接活动

中超强调赛风赛纪

CBA新赛季工资帽确定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天津赛区系列赛事活动正式启动

虽然赛季开始前，已经对困难有所预
判，但是前天晚上，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
轮比赛中 1:2不敌深圳队，开局两战1平 1
负，仍然使津门虎队的队员们多少感觉到了
一些压力。
从赛后当晚到昨天，教练组在给队员分

析比赛细节的时候，特别注意与他们进行了
思想沟通。尤其是下半时在两队平局局面下
替补登场，津门虎队失分落后，又出于战术需
要，被替换下场的孙学龙，教练组也特别就当
时的情况、换人安排的想法，给他进行了细致
的讲解。

实际上，与深圳队一战，天津津门虎队
赛前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尤其是防守端，
对深圳队箭头人物阿奇姆彭的盯防，以及定
位球防守等方面，都有细致预案。赛后评价
队员们表现时，主教练于根伟表示：“大家整
体做得还不错，我们在赛前也一再强调，减
少给对手定位球的机会，但比赛就是这样，
在60分钟左右，由于体能下降，我们出现了
精力不集中，犯了两个低级错误，确实有点
遗憾。”
在整个备战期内，不断有新人加盟，津

门虎队总体上非常注重战术体系的打造，

但是训练中的内容，在比赛中暴露出还没
有完全磨合到位，无法融会贯通。安杜哈
尔说，相比第一场与梅州客家队的比赛，
津门虎队在与深圳队的比赛中，身体对抗
的成功率已经有所提高，随着比赛的推
进，他也会把自己在有球情况下习惯的
“控制力”，逐渐分享和传递给队友们，让
大家更自信、更勇敢。“从3个赛区球队的
情况看，我们所在的梅州赛区，各队的实
力更接近，整体水平也更高，细节会决定
比赛结果，我对我们球队的赛季推进走势
很乐观，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队最终的

收获不会太差。”
6月 13 日，津门虎队将在联赛第 3轮

比赛中，迎战北京国安队，由于第 2轮国
安队比津门虎队早赛一天，他们的体能恢
复，也稍占一些优势。另外，前天晚上，国
安队主帅谢峰，还出现在了津门虎与深圳
两队比赛的看台上，实地考察自己同组对
手的情况。昨天，中超联赛组委会通过官
方渠道，公布了第 3轮全部 9场比赛的裁
判员安排名单，即将执法京津之战的主裁
判是石祯禄。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上
午，中足联筹备组召集中超18家
俱乐部召开线上会议，再次强调
了维护赛风赛纪的问题。由于前
两轮比赛出现了9张红牌，接下来
各俱乐部要引以为戒，做好各自
球队的管理工作。

在会议召开前，中国足协纪
律委员会公布了对于成都蓉城球
员阿不都海米提和山东泰山球员
石柯的处罚决定。由于阿不都海
米提在比赛中用头撞击对方球
员，被认定为暴力行为，最终对他
予以停赛3场、罚款人民币3万元
的处罚。石柯在抢球的过程中严
重犯规，对他予以停赛1场、罚款
人民币1万元的处罚。

中足联筹备组召集中超18家
俱乐部召开线上会议，希望各俱乐
部引以为戒，做好各自球队的管理
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中足联筹备
组也希望各俱乐部负责人要强化
责任，深入赛区，采取谈心谈话等
方式，加强与球员的沟通交流，做
好球队的情绪稳定和管理工作，确
保球员在场上服从裁判员的判罚。

疫情之下的中超比赛，由于采
取了赛会制，球员们在闭环之内的
生活相当枯燥。而且考虑到赛程
非常密集，情绪上的不稳定是必然
的事情。这次遭到重罚的徐新和
郑铮，此前都跟随国足参加了12强
赛，过去很长时间里都在封闭的连
轴转模式下度过。赛事主办方希
望与俱乐部方加强合作，针对球员
进行善意的心理疏导。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2022年
世界男排联赛巴西利亚站的比赛中，中国男排以1：3不
敌老对手日本队，遭遇两连败，四局比分为25：21、19：25、
19：25和18：25。北京时间明天，中国男排将对阵斯洛文
尼亚男排。
此役，中国男排主攻张景胤依然表现出色，利用自

身一攻稳住局势。在网前副攻李咏臻和彭世坤有效拦
防日本队头号攻手、接应西田有志的强攻，以25：21先下
一城。但随着日本队增加有针对性的发球，中国男排
一传波动增加，第二局日本队以25：19扳回一局。随
后的比赛，中国男排继续被动，且主攻俞元泰始终没
能开启火力点，导致队伍进攻效率低下，以 19：25和
18：25又连输两局。此役，中国男排主攻张景胤拿到
全队最高的15分，日本队接应西田有志拿下全场最高
的26分。
从技术统计看，此役中国男排的发接发环节存在较

大起伏，在发球得分方面以0：8落后于对手，直接导致比
赛整体走向被逆转。这也是中国男排自2019年以来，再
度在世界男排联赛上不敌日本队。目前在世界排名上，
中国男排位列第23位，日本男排排名第11位。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上午，市体育
局在全运会新闻中心举办“聚力服企 提质
赋能”金融政策宣讲暨银企对接活动，市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及 7家银行代表参加，全
市百余家体育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参
加活动。
为进一步帮助我市体育企业纾困解难，

有序促进我市体育企业复工复产,减轻新冠
肺炎疫情对体育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市体育
局组织开展金融政策宣讲和银企对接活动，
搭建金融需求对接平台，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和锦州银行7家银行参加活动，我市涉及体
育生产制造、健身服务、体育培训、场馆运营、
赛事运营等领域的30余家体育企业线下参
会与银行面对面进行资金需求接洽。据统
计，参会体育企业贷款需求
达到5920万元。
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搭建起长
期的银企对接平台，与各银
行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企业

解读金融信贷政策，与企业建立密切稳固的
联系，实现体银联动，以体育+金融的独特方
式，提振体育企业信心，与企业共同发展，希
望大家联起手来，共同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为
推动体育强市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上午，由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联
合天津市体育局主办的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天津赛区系列赛事活动暨“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题词70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
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举办了启动仪式。众多体
育界代表以“为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点赞加
油”的方式共同启动赛事活动。
本次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天津赛区系列

赛事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为广大
群众提供线上展示、交流和互动的机会，倡导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指导居家群众开展科
学健身，以新媒体渠道和智慧化平台满足群
众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
吕小军、朱雪莹、闫文港，天津女排等众

多优秀津门体育健儿，孙作岳等优秀群众体
育代表共同倡议，号召广大市民由心动到行
动，从感受变享受，将体育锻炼融入生活，在
锻炼中增强体质、愉悦身心。
除了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线

上运动会官网（https://www.sport.gov.cn/n4/
n24228533/index.html）与全国体育爱好者线

上同台竞技外，广大市民还可以报名参加
“迎盛会强体魄”全民健身展示评比活动和
“云动津城”线上健步走活动两项天津赛区
特色活动。
各级体育部门、有关单位以及体育社会

组织也积极响应号召，因地制宜、谋划筹备开
展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70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近百项，项目覆盖
面广、参与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共同掀
起津城全民运动、科学健身的热潮，助力“排
球之城”“运动之都”建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ATP于昨天正式宣布，作为
全球九站之一、亚太地区唯一的一站ATP最高级别1000
分赛事，上海大师赛自2023年起重磅升级，赛程将从原
来的一周拉长至12天，单打签表从原来的56人扩容至
96人，赛事奖金进一步提升，成为奖金最高的男子赛事
之一。
上海2009年正式成为ATP1000大师赛的永久举办

地，至今成功举办了11届赛事，并曾连续五年获评由
ATP球员票选而出的“年度最佳ATP1000赛事”荣誉。
ATP主席安德里亚·高登兹表示：“上海大师赛和另外几
站ATP1000赛事的升级，是ATP巡回赛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这是我们长期战略愿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不断
提升ATP赛事品质和球迷体验。很高兴从明年开始为
这几个升级的赛事带去更多精彩，也为我们的球员带去
更多机会。”
除上海大师赛外，ATP官方还宣布包括马德里、罗

马（均从2023赛季开始）、加拿大和辛辛那提（均从2025
赛季开始）都将升级为12天96单打签位的“超级”大师
赛。2023年的ATP中国网球赛季将包括成都、珠海、北
京和上海四站赛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传出消息，2022-2023赛
季CBA各支球队的工资帽已经确定。每队国内球员整
体基本工资帽上限为4400万元人民币，下限由上赛季的
1600万元降至1400万元，单一国内球员的顶薪上限为
600万元，外援整体薪酬限额为500万美元。
与2020-2021赛季相比，刚刚结束的2021-2022赛

季，每队国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帽上限不变仍为4400万
元人民币，下限则由2000万元降为1600万元，单一国内
球员顶薪由800万元降为600万元，外援整体工资帽上限
由700万美元降为500万美元。2022-2023赛季每队国
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帽下限继续下调，再降200万元变
成1400万元。
如果球队薪资投入超过CBA联盟规定的工资帽

上限，需要缴纳一定的调节费。据悉，新赛季调节费
有可能出现调整，这对于球队引援将产生影响。此前
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部分球队希望增加调节费的比
例，但由于在调节费问题上存在分歧，相关方案未能
最后通过。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欧国联小组赛
继续进行，葡萄牙队主场2：0击败了捷克队，目
前位居小组第一。此外，这场比赛也是葡萄牙
主帅桑托斯执教球队以来的第100场胜利。

前两轮比赛中，葡萄牙队和捷克队都是
一胜一平，两队状态都相当不错。本场比赛
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送出两个助攻的席尔
瓦，他先后助攻坎塞洛和格德斯打入了进
球。此役席尔瓦效率惊人，他出场68分钟，
56次触球，47次传球成功率94%，贡献了4次
关键传球。

相比之下，C·罗此役表现平淡，他踢满
90分钟，3次射门2次射正，未能进球也没有
助攻。不过赛后C·罗心情不错，他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团队的重大胜利！我们排在想要
在且应该在的位置。小组第一！谢谢大家的
支持！”

除此之外，这场比赛也是葡萄牙主帅桑
托斯执教球队以来的第100场胜利。桑托斯
在2014年接手葡萄牙国家队，执教球队至
今，率领球队赢得了2016年的欧洲杯冠军。
今年举行的卡塔尔世界杯，将是桑托斯率队
冲击冠军的最好机会，很可能也将是C·罗的
最后一届大赛。

另外一场比赛中，瑞士队主场对阵西班
牙队。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萨拉维亚包抄
铲射得手，打入全场比赛唯一一粒进球，西班
牙队最终1：0取胜。

诺丁汉赛挺进女双8强

双线作战“津花”张帅一喜一忧

ATP上海大师赛明年升级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WTA250诺丁汉站昨天继续
进行，单打双打双线作战的“津花”张帅一喜一忧。她与
玛雅挺进女双8强，但负于马丁科娃无缘女单4强。
在昨天凌晨结束的因雨推迟的女双首轮比赛中，赛

会头号种子张帅/玛雅以6：2、6：3横扫格鲁比奇/奥索里
奥，顺利挺进女双8强。至此，张帅在本赛季个人首站草
地赛事的女单和女双项目上都晋级8强。昨晚结束的女
单1/4决赛中，面对世界排名第60位的捷克选手马丁科
娃，4号种子张帅状态全无，全场共出现38次非受迫性失
误，最终以3：6、2：6告负无缘女单4强。马丁科娃今年首
次挺进巡回赛4强，也是职业生涯首次跻身WTA草地半
决赛。作为去年赛会女单亚军，张帅此次止步8强积分
受损，即时排名下滑至第52位。
同时进行的WTA125瓦伦西亚站女单比赛中，3号

种子郑钦文以4：6、6：3、6：0逆转罗马尼亚选手巴拉，晋
级女单8强。郑钦文若能在瓦伦西亚站闯入决赛，将在
下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超越张帅，成为新的中国金花
一姐。

葡萄牙击败捷克

主帅桑托斯迎来百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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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杜哈尔：我对球队充满信心

在与深圳队的比赛中，天津津门
虎队后防中坚大卫·安杜哈尔给人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昨天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大卫·安杜哈尔表示：“我们这个
赛区的实力非常接近，未
来球队会越来越好。”

和深圳队的比赛，如何防守阿奇
姆彭的突破，是津门虎队所面临的难
题。从比赛过程来看，大卫·安杜哈尔
和他的队友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工
作。对此，他这样表示：“比赛中我们
很好地盯防了对方重点球员，后防线
形成了统一的行动。通过比赛证明，
我们对重点球员的防守还是非常到位
的，对方是通过定位球打入了进球。”

津门虎队最终还是输在了
定位球防守上，大卫·安杜哈尔
说：“定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很
重要的一部分，比赛在那个时
间段，需要高度集中才能够有
很好地防守。相比较第一场比

赛，我们在身体对抗方
面有所进步，不过在定
位球防守时的注意力

还需要提高。”
大卫·安杜哈尔告诉记者，自己的

身体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很长
时间的隔离，导致身体状况还没有达
到最佳，未来比赛会越来越好。我是
一名在拿球时非常有信心的球员，也
希望队友们敢于接球，我希望未来把
勇敢的一面传递给队友。”

对于中超和西乙联赛的差异，大
卫·安杜哈尔认为：“差异还是非常大
的，西乙联赛整体攻防的节奏很快，比
赛的激烈程度要更高一些。中超每支
球队都有不同的打法，很多球队都采
取深度防守，利用一些速度很快的外
援前锋，来进行防守反击的战术。两
个联赛在整体足球文化和打法方面，
还是存在差异的。”

在谈到天津津门虎队的时候，大
卫·安杜哈尔表示：“我看了三个赛区
的比赛，我们这个赛区的水平还是很
高的，所有球队综合实力非常接近，比
赛结果往往靠一些细节来决定。我们
球队的竞争力很强，这点我是非常乐
观的，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未来肯定会
越来越好。”

大卫·安杜哈尔非常期待自己的
中超首粒进球能够早早到来，对此他
这样表示：“我非常感谢球迷的支持，
对我能够有积极的评价。我们这个
赛季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来回馈给球
迷们。”

本报记者 申炜 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