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
赛昨天结束第2阶段争夺，8个小组的头名晋级第3阶
段，8强中中国球员占据5席。
共有128人参加本次赛事第1阶段比赛，最终，赵

心童、袁思俊、常冰玉、庞俊旭、鲁宁、吕昊天和肖国栋
7位中国球员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第2阶段。第2
阶段中，只有A、D、E、F和H组5个小组中有中国选
手。最终，E组的鲁宁、F组的吕昊天、H组的肖国栋、A
组的庞俊旭和D组的赵心童，分别以所在小组头名的
身份晋级8强。其中，鲁宁淘汰了马克·威廉姆斯和马
奎尔，肖国栋击败了卫冕冠军吉尔伯特，庞俊旭更是力
压奥沙利文和卡特。
第三阶段比赛8强选手具体分组为：第一组：鲁

宁、沃顿、庞俊旭、宾汉姆；第二组：肖国栋、布雷切尔、
吕昊天、赵心童。两个小组的头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
5局3胜制，将决出本赛季首位排名赛冠军。冠军奖金
33000英镑，亚军奖金23000英镑。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广东江门举行的
2022年全国男排锦标赛1/4决赛中，一传遭受冲击的
天津食品集团男排以1：3憾负四川男排，无缘4强，4
局的比分为16：25、26：24、23：25和18：25。今天，天津
男排将在5至8名的排位赛中对阵江苏男排。
此役，天津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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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杜海翔、陈禧
龙，副攻李博、秦松，接应郭顺祥，二传蒋志源，自由
人刘汪洋。首局比赛，四川队率先进入状态，以6：3
领先。天津队随后顽强地将比分追至9平。此后，四
川队加强发球攻击性，天津队一传出现波动，一攻质
量下降，以16：25先输一局。第2局，四川队曾一度以
24：22领先，在对手握有2个局点的不利局面下，天津
队绝地反击，连得4分，以26：24逆转赢下本局。第3
局，双方竞争得格外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局末阶
段，四川队把握住关键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4
局，天津队开局4：1领先，随后双方战至8平。中局
阶段，四川队用发球有效冲击天津队的一传，抓防反
机会得分，以21：15领先。一传出现明显波动的天津
队以18：25输掉本局。
赛后，天津男排主教练刘浩认为球队此役主要输

在一传不稳上，“这场比赛我们主要是一传出现了问
题，导致我们的一攻质量不是很高。尤其是第三局，
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局也是比赛的一个转折
点。这场比赛需要我们好好总结，查找问题，进而去
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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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细节工作 期待球队整体提升
——专访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

2022年全国男排锦标赛

天津队遗憾无缘4强

天津市首届少年儿童

夏季体育节即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傍晚，天津津门
虎队在北京高鑫足球训练基地，与北京国安
队进行了一场联赛间歇期内的热身赛，最终
双方1：1战平。

按照双方的约定，这
场热身赛共分3节，津门
虎队在第1节比赛中，派
出了联赛首阶段相对完整
的主力阵容出战，另外即
将与球队签约的新外援梅

里达，也获得了登场机会。在本节比赛中，张
玉宁为国安队破门，津门虎队外援贝里奇虽
然没有进球，但是表现十分活跃，能够看出个
人状态的提升。津门虎队的进球，则是在第
3节比赛中，由老将周通在禁区外一脚高难
度、高质量的抽射打入的。
其实对双方球队而言，比赛的结果并不

重要，检验歇赛期训练成果才是最看重的。
津门虎队赛后即返回天津，将近深夜才抵达
球队驻地，不少教练、队员，已经开始利用这

个晚上收拾外出比赛的行囊，下周前半周，津门
虎队就将再次踏上征途。
虽然对球队而言，和首阶段比赛相比，接下

来的比赛，会出现一些球队率先回到自己主场
所引发的“主客场因素”，以及进入8月，绝大多
数球队利用夏季注册、转会窗口开启进行人员
补强，整体竞争将更加激烈等问题，但是从目前
的情况看，球队显然做好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心
理准备，能够从容再上阵，俱乐部、教练组，也会
尽最大努力做好综合保障。

本报讯（记者 申炜）距离中超联赛第二
阶段开战还有一周时间，但中足联筹备组依
然没有公布赛程，主要原因是一些球队的中
立场地依然存在变数。在这种情况下，中足
联筹备组也将根据各队的实际情况，适当调
整接下来的赛程。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将恢复主客场制，先
后已经有11支球队确定恢复主场。按照中
足联筹备组的要求，剩余7支球队将全部以
海口作为主场。不过在距离第二阶段开战还
有一周的时候，有关中立场地的问题依然存

在变数。继上海申花队和上海海港队之后，
昨天传出了北京国安队也希望将大连作为主
场，此举也导致了赛程始终无法确定。

对此，中足联筹备组只能等到中立场
地全部确定之后，再推出第二阶段的完整
赛程。中足联筹备组给出的承诺是，将依
据“防疫、公平竞争、天气条件”等原则做
进一步编排。将防疫列为首要工作，也说
明中足联筹备组在制定赛程的时候，会尽
量避免球队往返奔波，带来不必要的防疫
压力。

此外，考虑到海口赛区的实际情况，中足联
筹备组也将调整相应的赛程：一支球队如果将
主场放在这里的话，将在海口集中打多场比赛，
接下来进行客场比赛。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
球队始终围绕海口往返奔波，甚至可以在密集
进行客场比赛的时候，将大本营放在自己所在
城市的基地中。

根据中足联筹备组的最新通知，今天上午
将召开中超联赛主客场比赛筹备线上会议，参
加会议人员都是各俱乐部高层。如果不出意外
的话，中超第二阶段赛程将正式推出。

中超赛程面临再度调整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2022
年中冠联赛大区赛银川赛区进行了淘
汰赛首回合的较量，天津圣德队2：0
战胜了北京灵动星空队，已经一只脚
踏入了总决赛。

在此前进行的小组赛中，天津圣
德队以小组头名出线，按照规则，淘汰
赛遭遇了北京灵动星空队。昨天进行
的首回合较量中，天津圣德队派出了
最强阵容，开场后就牢牢将主动权掌
握在了自己手中。第23分钟，邓华艺
前场直接抽射得手，帮助球队取得了
领先。第52分钟，邓华艺再入一球，
天津圣德队最终2：0取胜。

从全场比赛来看，天津圣德队无
论从球员个人能力还是整体技战术配
合方面，都要高出对手一筹。小组赛
中表现出色的杨立春依然有不俗的发
挥，他在前场的突破和策动给对手制
造了不小的威胁。

根据中冠联赛的规则，大区赛淘
汰赛将进行两回合的较量，以总比分
确定最终晋级的球队。对于首回合
2：0取胜的天津圣德队来说，最终晋
级总决赛的希望大增。天津圣德队的
表现，也显示出了近年来天津业余足
球水平正在提升。

天津圣德队距离

中冠总决赛一步之遥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作为全球顶尖青少年高尔夫赛事
之一的美国青少年锦标赛昨天继续比洞赛争夺，天津小将丁
文一先后击败印度球员舒巴姆·贾兰和美国球员约翰·布罗德
里克，昂首挺进8强。
通过比杆赛角逐，丁文一与吴典晁、李政谦晋级比洞赛。

比洞赛首轮，丁文一赢5洞剩4洞，成为3人中唯一的晋级者。
次轮迎战有着“神童”之称的贾兰，第1洞打平后，丁文一只在
第2洞吞下破击时输给对方1洞，但很快便在第4洞“打帕”追
平，并在第5洞“保帕”反超1洞。第8洞开始更是打出“3鸟1
帕”，连续赢下4洞，最终以赢5洞剩4洞的战绩晋级16强。
第3轮对阵布罗德里克，后者上一轮爆冷战胜头号种子基

顿·沃。丁文一第1洞就“保帕”领先，第3洞“小鸟”扩大优势。
对方在第5洞追回1洞，但丁文一连续2洞“打鸟”，转场之后又
赢下第12洞和第15洞，最终以赢5洞剩3洞的战绩闯入8强。接
下来，丁文一将与卢克·波特争夺4强资格。
美国青少年锦标赛始创于1948年，伍兹曾在1991年创下

了当时最年轻冠军纪录，并连续3次夺冠。逐渐打出自信心
的丁文一，正在释放自己的能量，向冠军发起冲击，最终冠军
将收获美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

美国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

天津小将丁文一挺进8强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WTA250华沙站昨
天展开女单1/8决赛争夺，赛会头号种子斯瓦泰克轰
出一波连赢7局的攻击波，全场比赛打出25记制胜分，
以6：3、6：2横扫幸运落败者加布里埃拉·李，顺利晋级
女单8强。
这是斯瓦泰克本赛季的第48场胜利（仅4负），追

平了2021赛季WTA巡回赛的胜场纪录，去年贾巴尔
（19负）和康塔维特（17负）都取得了48胜。斯瓦泰克
在本赛季红土赛事中 18战全胜，成为 2000 年以来
WTA第5位达成红土18连胜的球员。前4位分别是
小威（28连胜）、海宁（27连胜）、莎拉波娃（21连胜）、大
威（19连胜）。
斯瓦泰克上一次在红土球场输球还是在两年前的

法网女单1/4决赛，当时她以4：6、4：6负于希腊球员萨
卡里。本赛季她状态爆棚，稳居女单世界第一宝座。下
一轮，斯瓦泰克将与5号种子法国名将加西亚争夺4强
席位。

本报讯（记者 李蓓）由天津市篮球运动协会主办的“津牌”篮球体能训练营
于近日火热开营。本次训练营设置三期，有百余名11岁到15岁的小选手参加。
在参与专业化篮球和体能训练的同时，广泛参与多种运动，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
体会体育精神。

夯实基本功，提升孩子们对篮球运动的兴趣，强化技战术水平，扩充我市篮
球后备人才，是天津篮协创立此次训练营的目标。
在训练之余，课业不放松，每天有固定自习时间，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

走进教室拿起书本，全方位进步；利用团泊体育中心训练基地的优势，足不
出院就可以分不同时段走进各个项目专业队中，和体育明星们面对面，学习
专业队的拼搏精神，体验各个专业项目的运动乐趣；不忘初心，牢记体育精
神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主旋律，增强集体荣誉感和祖国在我心中的神圣使
命感。

本报讯（记者 梁斌）由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
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天津市首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
将于近期举行。
本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将历时一个多月，分

两个阶段举行。7月下旬到8月上旬，各区、中小学
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将组织开展少儿体育竞赛
活动；8月上旬到8月下旬将举办市级少儿体育竞赛
的总决赛及体育活动。本届体育节既设置了竞技
运动足球、网球项目的比赛，也设置了普及面广、深
受孩子们喜爱的跳绳、踢毽子、轮滑、啦啦操等项目
的比赛。为满足广大青少年暑期健身需求，体育节
期间还将开设篮球、排球、乒乓球、游泳、武术、跆拳
道、棋牌、小轮车等10个项目的少儿夏令训练营等
活动。

记者：联赛首阶段过后，天津津门虎队在

中超积分榜上排在中游位置，接下来的比赛，

目标会有什么调整吗？

于根伟：实际从上赛季起步开始，我们就
制定了一个相对长时间的目标，具体到今年，
我们的成绩目标不会变，就是在保级的基础
上，争取更好的结果。另外在队伍建设方面，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球队更形成体系、更
稳定、更成熟，为下一个联赛周期的调整与提
高打基础。

记者：作为主教练，你怎样定义联赛的启

程阶段？

于根伟：其实这是个我们认识自己、感知
对手的过程，开局前两场比赛，我们平梅州客
家队、输给深圳队，队伍在这两场比赛中的发
挥，比教练组通过之前大家备战状态做出的
预判要差一些，最核心的差距是，训练中的很
多内容，在比赛中没有得到体现。第3场比
赛，我们用轮换阵容对阵北京国安队，虽然也
输了，但是通过那场比赛的过程，我们反而一
下子踏实了，感觉球队坚持的东西，大家可以
逐渐驾驭得越来越好，没有问题。

记者：作为主教练，在首阶段比赛中，有

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时间点吗？

于根伟：3连胜之后，我们经历了2连败，
在连续输给北京国安队和成都蓉城队之后，
我给队里开了个会，揽下了所有输球的责任，
这不是一种姿态，确实是作为主教练的总结
与反思。因为3连胜后，我们迎战北京国安

队，当时感觉比对手多休息1天，队里的主力
球员求战欲望也很强，希望能乘胜追击，所以
我和教练组就决定不做人员轮换，再坚持一
场，但事后证明，效果并不好。今后的比赛
中，我们会把对队员们身体情况、疲劳程度的
评估更科学化，除了队员自身感受、医疗组反
馈、体能康复教练建议之外，在客观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还会在必要的时候引入生物检验
手段，通过验血的血象数据，更科学地判断球
员的身体状况，这样既能保证球员的发挥，也
能最大限度避免疲劳受伤。

记者：津门虎队平时训练，除了提纲挈领

做安排的开场白，和训练结束前的总结，在紧

凑的训练过程中，你一般很少叫停，这是个人

习惯吗？

于根伟：假如单说一堂训练课的过程，以
职业的标准衡量，我真心希望我能一句话都
不讲。因为作为主教练，我不说话，证明训
练完成得很好，一旦我叫停，就意味着要纠
错了。教练组准备充分，队员们配合完成
各项内容效果好、认真投入，是高质量完成
训练的基础，另外我作为主教练，还要考虑
保证训练的流畅性和队员们的个人感受。
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在训练过程
中，不停地跟这个球员说“你压腿的幅度还
要再大一些”，跟那个球员说“你这个脚弓触
球的动作还不够好”……看上去好像我很敬
业我很忙，但实际效果呢？好多问题，可以
换一个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

记者：教练组平时怎样工作，也是球迷们很

关心的。

于根伟：简单说，我们教练组的每个人，都
有自己非常精细的分工。我作为主教练，牵头
组织做好赛季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日计
划，然后各位教练再根据大的计划，做好与自己
相关的局部工作计划，汇总之后没有问题，就按
照计划推进。

记者：引援、训练、制定比赛方案、应对突发

状况……作为主教练，赛季中要做各种各样的

决策，这是压力的核心所在吗？

于根伟：你提到的各种决策，成功率高的
话，球队就能得到好的回报。其实大家都很
清楚，我们球队在上赛季的基础上，本赛季已
经在做各种有针对性的加强与提升工作，比
较理想化地说，我们的决策始终要围绕着，在
符合现代足球规律的打法，与符合球员们个
人特点之间，找一个平衡。一开始，这可能是
个复杂的工作，但随着球队整体的提高，工作
会变得简单。 本报记者 顾颖

在目前的中超联赛大环境下，由国内“中生代”教练担任主教练的球队越来越多，天津津门虎队也是其中之一。外界经常喜欢

把这些伴随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长起来的球员，如今投身职业联赛一线教练工作后的种种，做五花八门的横向对比，假如比较

“对外发言”，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应该算是相对“话少”的一位。联赛即将再战，难得听到他做了一次比较充分的讲述。

热身赛战平北京国安队

津门虎队为联赛再启程做综合准备

斯瓦泰克赢赛季红土18连胜

摄影 王健 赵博

斯诺克冠军联赛产生8强

中国球员占据5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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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名11岁到15岁的小选手参加

青少年篮球体能训练营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