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体育
2022年7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于港 美编：单君

2022年全国男排锦标赛

天津队赢得开门红

作为2022赛季整体引援规划中的重要
一环，伴随着西班牙籍球员梅里达的到来，
津门虎队征战本赛季中超联赛后24轮比赛
的整体人员班底，目前已经基本确定。在阵
容安排更精细化的基础上，突出和强化本队
的打法，使攻防两端更为高效，是津门虎队
最近十几天备战期中的主要任务。
按照中国足协确定的规则，中超联赛各

队外援允许“注6报5上4”，也就是说，津门
虎队中现有5名外援，可以同时登场4人。鉴
于安杜哈尔是防守端的核心和中坚，正常情
况下必然占据登场名额，因此进攻端的4名
外援梅里达、贝里奇、罗萨和埃德尔，理论上
最多只能同时在场上3人。
首阶段比赛中获得登场机会不多的埃

德尔，在球队结束假期收队后的这几天训练
中，一直在自己进行加练，提升个人“使用价
值”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实际上从埃德尔
的个人履历，以及之前他在中甲江西北大门
队中的作用看，埃德尔是一名具备个人能力

与职业素养的球员，他目前在津门虎队相对
边缘化，年龄偏大的因素是次要的，主要还是
目前球队追求地面球传控，整体、快速推进的
打法，他还不能完全适应。
未来的比赛中，津门虎队还是会比较多

派遣贝里奇、梅里达和罗萨3名外援，与国内
球员配合，担起得分的重任。毕竟在比赛中
想要取得胜利，获得进球是第一要义，进攻3
区内，球员们线路清晰的流畅配合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贝里奇作为箭头人物，他的个人特
点想要发挥出来，需要队友们精准传球的支
持，从最近几天的进攻端训练安排可以看出，
津门虎队一直在强调多点配合的精准度。
昨天训练开始前，津门虎队先是给全

队召开了系列战术总结会中的“首场”，通
过观看比赛录像、做针对性讲解的方式，反
思首阶段比赛中的不足。专项总结，并且
在当天的训练中尝试改进，将是津门虎队
近期的常态。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崔跃勇

中国名将晋级男子三级跳远决赛

中国男足选拔队0：3不敌韩国队之后，

来自韩国媒体的评论是：“这是中国足球对东

亚杯这项赛事及参赛球队失去尊重造成的结

果。”那么，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真的对东亚杯

这项“鸡肋”赛事失去尊重了吗？

这已经是中国足球半年之内第二次被这

样吐槽了。上一次是4月份举行的亚冠赛事，

中超BIG3不约而同安排了预备队和梯队参

赛，来自亚足联内部的评价是，这样的做法降

低了亚冠的声望，“对赛事不够尊重，令亚冠

竞技水准打折”。

如果说亚冠赛事派出年轻球员出战还有

情可原，毕竟牵扯到双线作战的问题，那么这

次东亚杯派出U23为主体的选拔队出战，很

容易给人留下口实。毕竟中超联赛为了东亚

杯选择了暂停，中国足协为何不能派出最强

阵容出战呢？

不得不说，中国足协想要派出“正版”国

足出战，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从大环境来看，

在12强赛出局之后，国足建设陷入了停滞之

中，甚至连主教练李霄鹏是否在位，外界都只

能猜测。另外一方面，国脚们对于此项赛事

热情不高，如果厌战情绪浓重的话，那么东亚

杯的比赛结果未必比现在更好。

如果站在中超联赛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派出全华班的河北队和广州队，其实和

中国男足选拔队有相似之处。从实力的角度

来看，他们并不具备征战顶级联赛的水平，但

从规则角度讲，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更何

况所有人都清楚，这已经是两家俱乐部能派

出的最强阵容了。

这次东亚杯，中国足协在无奈之中派出

了中国男足选拔队，这并不是问题，外界关心

的还是这支球队参赛的意义和收获。如果说

希望这些年轻球员能够有所提高，能够学到

东西，那首先明确的就是应该用什么理念去

实现目标。至少从首场比赛来看，中国男足

选拔队用茫然、紧张的表现告诉了外界，他们

至少还没有做好准备。

本报记者 申炜

田径世锦赛赛程过半，中国队既有王
嘉男、冯彬带来的两金惊喜，也有巩立姣、
苏炳添、谢震业未达预期的遗憾，接下来还
有刘诗颖冲击大满贯的期待。纵观世界田
径赛场，变化的是一项项纪录的被打破，不
变的是实力为王的法则。

意外两金背后，是蓄势待发的实力

在赛前并未被看好的情况下，王嘉男
和冯彬接连夺金带来惊喜。这其中有运气
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之前的充足准备。

东京奥运会周期，王嘉男的个人最好
成绩从8米 25提升到 8米 47。自 2018年
之后，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8米20至8米
30左右。王嘉男的崛起，离不开中国田径
队著名外教兰迪·亨廷顿的指导。“比赛每
一跳之间，他都会跟我强调助跑、节奏、精
准度。兰迪一直鼓励我，对我信心有很大
帮助。”

冯彬开局惊天一掷定乾坤，将个人最
好成绩提升了3米12，绝对是超水平发挥，
连她自己都说完全没想到。场上的几位对
手都有投出70米以上成绩的实力，基于此，
冯彬采取力拼前3投的策略，她成功了。
“赛前准备充分，临场发挥好，再加上一点
运气……”这是冯彬对自己的总结。

未达预期背后，是训练不系统

与两金的惊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巩
立姣、苏炳添、谢震业未达预期，3人的共同
点都是准备不足。巩立姣冲击3连冠未果，
一方面是埃利一出手就给她制造了压力，
另一方面是她在奥运会之后休息了半年
多，恢复训练时间太短，尚未达到最佳状
态。她坚信只要有充分时间系统训练，不
受伤病困扰，自己就没问题。

因为身体原因，苏炳添在世锦赛前未
参加赛事热身。赛前他就曾表示，目标就
是能够顺利完赛。最终无缘决赛，苏炳添
直言，做了多少准备，就会有多少收获。“最
大的原因是赛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系统训
练，能力不足，肯定没法在世锦赛中有好的
表现。”苏炳添透露，按照目前的情况，自己
可能不会出战男子4×100米接力。

谢震业无缘男子200米决赛，则是受预
赛踩线警告影响。他在半决赛中弯道进行
了调整，但比赛节奏不好，尤其是后半程乏
力。谢震业坦言，主要还是准备不够充分，
包括意志力不够强，比赛中应对突发情况
能力不足，在比赛中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
力和水平。

竞技场，是强者的“秀场”

然而纵观本届世锦赛，看着来自世界
各地的田径高手同场竞技，一项项纪录被
打破，正应了那句老话：强者恒强。

4×400米混合接力，多米尼加队以3
分 09 秒 82 创 2022 赛季世界最佳成绩夺
冠；安德森以78米96领先亚军3米44的绝
对优势夺得女子链球金牌；埃塞俄比亚托
拉以2小时05分 36秒打破男子马拉松赛
会纪录夺冠。

男子100米决赛半数选手来自美国，并
最终包揽前3名，这是美国队继1983年、
1991年之后第3次上演“大包圆”。世锦赛
男子铅球项目首次出现同一国家选手包揽
前3名，其中两届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克
鲁泽以22米94打破赛会纪录夺冠。牙买
加选手包揽女子100米金银铜牌，35岁的老
将弗雷泽以10秒67打破了尘封23年的世
锦赛纪录，成为该项目5冠王，也是个人世
锦赛第10金。牙买加女将包揽200米冠亚
军，杰克逊以21秒45的历史第２好成绩打
破赛会纪录夺冠，弗雷泽摘银。

波兰名将法伊德克以81米98实现男

子链球世锦赛5连冠。卡塔尔名将巴尔希
姆以2米37实现男子跳高世锦赛3连冠。
委内瑞拉名将罗哈斯以15米47创项目赛
季最好成绩，实现女子三级跳远世锦赛3
连冠。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布雷西拉塞以2
小时18分11秒刷新个人历史最好成绩夺
得女子马拉松冠军。

冲击大满贯，刘诗颖值得期待

刘诗颖凭借第一掷的 63 米 86 晋级
女子标枪决赛。若能顺利夺冠，将实
现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世锦赛的
大满贯。

此外，中国接力男队在东京奥运会上
获得季军，女队获得第6名。上届世锦赛，
中国男队止步半决赛，女队决赛成绩被取
消，此次世锦赛，两支队伍正在蓄力向奖
牌发起冲击。

本报记者 苏娅辉

田径场，实力为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美国反兴奋剂机
构USADA宣布，男子十项全能运动员加勒
特·斯坎特林因为违反反兴奋剂规则被临时

禁赛，退出田径世锦赛。这是继男子4×400
米接力奥运冠军兰道夫·罗斯之后，又一位
因为涉药而退出世锦赛的美国选手。

目前斯坎特林已经接受了对他的临时
禁赛处罚，并同意对外公布此案件的信息。
根据规定，他将被禁止参加世界田径协会、
美国田径协会或美国奥委会组织的任何比
赛。这样一来，他将退出本届世锦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田径世
锦赛昨天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展开第7
比赛日争夺，奥运会亚军、中国名将朱亚明
凭借第一跳的17米08直接晋级决赛。另
一位中国选手方耀庆在报名情况下由于
身体出现状况退赛。

共有39位选手参加男子三级跳远资
格赛，中国队派出东京奥运会亚军朱亚明
和2014年亚青赛冠军方耀庆出战，但方耀

庆因伤退赛。资格赛的晋级线是17米05，
只要跳过这一距离即可直接晋级，或者按
成绩排名前12位的选手晋级决赛。朱亚
明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17米22，他凭
借第一跳的17米08直接晋级。东京奥运
会冠军皮查多第一跳17米16晋级。根据
赛程，男子三级跳远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4
日上午9时进行。

女子200米决赛，牙买加选手包揽冠

亚军。其中，杰克逊以21秒45创历史第2好
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同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
的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她的世锦赛第3金，
也是个人项目首金。35岁的弗雷泽以21秒
81摘银，收获个人世锦赛第13枚奖牌，卫冕
冠军史密斯获得季军。

男子200米决赛，美国选手继2005年后
再次包揽金银铜牌。莱尔斯以19秒31卫冕，
这是该项目历史第3好成绩，打破了约翰逊
保持了近26年的美国全国纪录。贝德纳雷
克和18岁的奈顿分别以19秒77和19秒80
获得亚军和季军。

U23出战东亚杯

无可厚非 无奈之举

美国选手被临时禁赛退出世锦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天津圣德队和天津华谊
津冠队迎来了2022中冠联赛大区赛的首场比赛，两支天
津球队表现不俗，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

中冠联赛全称是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
分为大区赛和总决赛。2022中冠联赛有4支天津球队
参赛，显示出了近年来天津业余足球水平正在得到提
升，这次参赛队规模也创造了历年来的新高。外界希
望天津参赛球队可以冲击乙级联赛资格，填补天津足球
的空白。

天津圣德队和天津华谊津冠队被分在了银川赛区，
昨天迎来了首轮比赛。天津圣德队遭遇了实力不俗的
湖北武体载铭队，赛前的技战术部署相当奏效。上半时
比赛中，杨立春利用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领先。下
半时，天津圣德队利用反击先后建功，最终3：0击败了
对手。

天津华谊津冠队则遭遇了银川三园队，这场比赛的
过程一波三折。东道主先后两次取得比分领先，但天津
华谊津冠队则两度追平。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天津
华谊津冠队取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平局。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2022年全国男排锦标赛
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揭开战幕。在首日的比赛中，去年
全国男排锦标赛亚军、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以3：0战胜国
内老牌劲旅江苏男排，赢得开门红，3局的比分为25：21、
25：22和25：11。今晚，天津男排对阵湖北男排。

此役，天津男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刘金浩、刘昊田，
副攻张昕宇、白浩辰，接应罗壮，二传毛天一，自由人徐
朋。本场比赛也是队长毛天一首次代表天津男排亮相正
式比赛。天津男排在前两局的局末阶段把握住关键分，
以25：21和25：22连胜两局，第3局，越战越勇的天津男
排多点开花，而江苏男排略显急躁，失误频频，天津男排
抓住机会以25：11赢下制胜一局。

本次全国男排锦标赛将于7月31日落幕，共有14支
球队参赛，参赛队按照去年全国锦标赛的名次顺序蛇形
排列分成A、B两组，天津男排与广东队、浙江队、江苏
队、河南队、辽宁队、湖北队同处B组，A组包括上海队、
北京队、四川队、山东队、福建队、河北队和云南队。A、B
两组的参赛队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两个小组的1至4名
球队晋级8强，排名两个小组5至6名的球队参加9至12
名的排位赛。晋级8强的球队依次进行１/４决赛、半决
赛和决赛。

2022中冠联赛大区赛

津门两队首轮未尝败绩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ATP挑战赛CH80印第安纳
波利斯站昨天展开男单次轮争夺，吴易昺轰出9记Ace
球，以6：4、6：2战胜赛会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93位的
德国球员高约夫茨克，晋级8强。

这是吴易昺生涯第4次击败Top100球员，也是继5
月挑战赛萨格勒布站后今年第2次战胜前100球员。晋
级8强的吴易昺收获16个排名积分，以237分领先张之
臻的236分，即时排名来到创个人历史新高的第214位。
1/4决赛中，吴易昺将对阵本土球员莱巴科夫。最终若
能夺冠，他的世界排名将冲进Top175。

挑战赛CH100里雅斯特站男单第二轮，张之臻以
6：3、6：2横扫前法网4强球员、赛会5号种子切基纳托，
这是张之臻15天内再次击败对手。凭借这一胜，张之臻
收获25个积分，即时排名暂列第217位。1/4决赛中，张
之臻将面对巴西球员阿尔维斯。

晋级印第安纳波利斯站8强

中国小将世界排名创新高

泰国排球邀请赛

中国少年女排无缘决赛

进攻端外援三叉戟配置完成

津门虎队打造征战中超新班底

本报讯（记者 谢晨）2022年泰国诗琳通公主杯排球
邀请赛昨日在泰国四色菊府战罢半决赛，中国少年女排
以1：3（15：25、9：25、25：21、19：25）遗憾不敌泰国春武里
女排，无缘本次比赛的决赛。

面对泰国女子排坛的传统强队春武里女排，中国队
的小球员们无论在技术、力量，还是在战术和经验等方面
都不占上风。不过在以15：25和9：25连输两局之后，中
国队在第三局还是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也凭借网口的
高度优势以25：21扳回一城。然而在第四局，实力明显
占优的春武里女排还是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
掌控能力，中国队遗憾地以19：25输掉本局，也以局分
1：3落败。

另一场半决赛中，泰国四色菊女排以3：0（25：14、
25：11、25：17）横扫泰国农业大学女排。今日的决赛中，
泰国四色菊女排将与泰国春武里女排争冠，中国队也将
再次对阵泰国农业大学女排争夺季军。

超半数球队

确认中超主场

本报讯（记者 申炜）中超联赛将于8月5
日重燃战火，根据中国足协的计划，届时将
恢复主客场赛制。截至昨天，18家中超俱乐
部中已有11家表态可承办各自主场比赛，主
客场赛制的推进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自从中国足协宣布恢复主客场赛制

后，18家中超俱乐部都在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此前，中足联筹备组派出考察组对多家
俱乐部的主场进行了考察。此外，作为中
超联赛第一阶段的两大赛区，大连人队和
梅州客家队的主场申报工作也非常顺利。
大连人队主帅谢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主
客场开赛，对于大连人队这样有球迷基础
的队伍来讲是加分的，我们非常期待第一
场的主场比赛。”
从目前的统计来看，18家中超俱乐部中已

有11家表态可承办各自主场比赛，其中部分俱
乐部已向赛事主办方提交书面意见函。超过
半数球队能够确认主场，这对于中超联赛来说
是好消息，目前赛事主办方对于联赛下阶段赛
事按期开赛总体保持乐观态度。
此前，中足联筹备组曾经要求中超各俱

乐部在7月20日之前反馈办赛意见，但截至
目前依然存在没有反馈意见的情况。对此，
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将提前为那些短期
内还无法在属地主场或备选主场参赛的俱
乐部预留出第三方赛地，以确保整个联赛运
行的顺利。据悉，第三方赛地很可能放在海
口赛区。

苏炳添

冯 彬

巩立姣

王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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