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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重燃战火精彩度不足

今晚挑战上赛季“双冠王”山东泰山队

津门虎队开启联赛第二阶段新征途

无缘罗杰斯杯赛

小德参加美网希望渺茫

“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加拿大罗杰斯杯大师赛组织
方昨天确认，德约科维奇不会参加今年的比赛。这样一
来，小德参加美网的希望愈加渺茫。

小德没有正面回应退赛原因，但来自加拿大方面的
消息，禁止其参赛就是与防疫政策有直接关系。加拿大
目前要求入境者至少接种两针疫苗，而小德没有接种疫
苗。小德依然坚持不接种疫苗，而加拿大政府也没有为
了他改变政策，他因此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虽然小德
的名字依然在美网参赛名单上，但被加拿大大师赛拒绝，
意味着他参加美网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

对于中国足球职业球队来说，在“金元
足球”落幕之后，各队的日子都不好过。昨
天，中超联赛重燃战火，但武汉长江队和广
州城队的前景并不明朗，一个是因为欠薪，
另外一个则是股改工作陷入了停滞之中。

武汉长江一度要退出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中国足
协再次强调了“清欠”的时间表，希望各相
关俱乐部在7月31日前解决所有欠薪的
30%，这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容忍了。只不
过，一些欠薪球队并没有解决危机，问题只
能一拖再拖，直到中国足协祭出了杀手锏：
涉及欠薪的球队，这个赛季引进的新援将
无法登场。

这样一来，武汉长江队只有15名球员
可以进行比赛，如果排除U23门将高翔以
及伤病球员后，能够登场的球员不足12
人。随后，武汉长江俱乐部和足协方面沟
通时表示，如果因此遭到处罚，那么将会选
择退出中超联赛。

武汉长江队的欠薪总金额只有5000
万元，其实并不算多，但为何俱乐部投资人
迟迟不愿意还钱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
为与部分教练和球员的合同纠纷问题，相
关仲裁结果在去年9月就已经产生，但武
汉长江俱乐部并不认同，而且拒绝执行。

这出闹剧最终引起了当地主管部门的重
视，随后在经过沟通之后，武汉长江俱乐部发
了一部分薪水，一些离队球员收到了一部分
工资。昨天下午，武汉长江队已经动身前往
梅州，不过他们会以什么样的阵容出战，恐怕
还要看能否解决全部欠薪的问题。

即使武汉长江俱乐部可以度过这次危
机，接下来按照中国足协设定的时间点，10
月31日和12月31日要继续偿还欠薪，恐怕
还会出现各种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武汉长
江，中超一些球队的历史欠薪金额数目非常
庞大，中国足协也很难继续通融，退出并不是
一句玩笑话。
当然，中国足协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也

让一些俱乐部感受到了绝无通融的可能。此
前弃赛的淄博蹴鞠队目前已经解决了欠薪的
问题，说明了中国足协坚持原则的必要性。
目前湖南湘涛队和新疆天山雪豹队都存在着
退出的可能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依然没有
回暖的迹象，但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不堪。

股改卡在历史旧账上

和武汉长江队相比，广州城队如今的现状
更让人担心，这支球队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
表现毫无战斗力，只是依靠大连人队的换人低
级失误拿到了三分。好在目前俱乐部通过谈
判与球员们达成一致，球队也完成中国足协设

置的7月31日清欠总额达30%的要求，保住在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仅有的3个积分。

不过广州城俱乐部的股改工作，依然陷入
了停滞之中。年初的时候，这家俱乐部的股改
工作动静很大，新投资方组建了国企联合体，
甚至按照承诺根据原来的工作合同向广州城
队两次发放工资，实现了2022赛季无欠薪。

只不过，广州城队的问题卡在了历史债
务上，新投资方根本不认，而俱乐部队原有运
营团队也无力解决。俱乐部无法完成股改，
就无法卸下历史包袱，广州城队的保级前景
已经不被外界看好了，甚至提前解散的可能
性也存在。

广州城队的历史债务，球队的欠薪数额
几乎占据了一半还多。俱乐部希望球员能够
主动在欠薪数额上打折，经过沟通之后，球员
们还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牺牲。不过外援的
欠薪金额近乎天文数字，而且谈判的空间不
大。广州城俱乐部如何解决历史债务，从目
前来看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元足球”时代所
带来的恶果正在显现，一些天价外援尽管离
去，但俱乐部的债务问题却无力解决。在这
种情况下，指望推动股改工作拯救球队，其实
并不现实，要知道接手的新东家没有责任，更
没有义务去解决历史旧债。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WTA500圣何塞站昨
天展开女双1/4决赛争夺，“津花”张帅搭档库德梅托娃
作为头号种子出战，二人以6：2、5：7、10：8力克多勒海
德/桑德斯，昂首挺进4强，张帅距离登顶女双世界第一
仅一步之遥。

在一场耗时1小时23分钟的激战中，张帅/库德梅托
娃淘汰多勒海德/桑德斯，如愿挺进4强。下一轮将迎战
4号种子徐一璠/杨钊煊和詹咏然/玛雅之间的胜者。张
帅只要能够晋级决赛，即可以5770分超越梅尔滕斯的
5660分，登顶女双世界第一宝座。之前若在伯明翰站半
决赛之前退赛，那么温网之后张帅将成为WTA女双世
界第一，但她并没有那么做。布达佩斯站若夺冠，张帅依
然能够登顶女双世界第一。遗憾的是，她未能挺进决
赛。在接连错过两次机会后，如今，张帅再度迎来良机。

同时进行的WTA250华盛顿站女单次轮，幸运落败
者王曦雨克服先丢一盘、次盘2：4落后的被动，激战2小
时26分钟以4：6、7：5、6：1逆转维基奇，继布达佩斯站后
本赛季第2次挺进巡回赛女单8强，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
4次晋级巡回赛单打8强。这是王曦雨本赛季第2次击
败Top100球员，即时排名升至创个人新高的第83位。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传出消息，刘晓宇即将加
盟东亚超级联赛湾区翼龙队。这样一来，湾区翼龙队今
年已经招入9名CBA旧将，分别是惠龙儿、朱松玮、刘传
兴、尼克尔森、宋建骅、鞠明欣、郑祺龙、司坤、刘晓宇。据
悉，如此“挖人”行径已经让一些CBA球队不满。

据悉，湾区翼龙队改名之前（此前为湾区晋裕凤凰）
就已经发话，要砸1200万美元挖CBA球员，当时周琦也
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湾区翼龙队砸钱挖人之举，让一些
CBA俱乐部颇为不满。以刘传兴为例，他是CBA的青训
成果，俱乐部大手笔投入培养尚未得到回报，他却替其他
联赛效力。有人认为，球员去参加NBA确实有锻炼价
值，可以“开绿灯”。但如果去其他联赛，CBA应该出台
相应措施进行限制，以此保障俱乐部权益。

但从球员角度考虑也不难理解，毕竟运动员吃的
是“青春饭”，能够打球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几年。出去
打球两三年，赚的钱相当于在CBA打好几年，那自然都
想出去。以朱松玮为例，有消息称，他在翼龙队的年薪
将超过200万元人民币。他此前在四川队的年薪大约
为35万元左右，在CBA涨薪续约仍远低于湾区翼龙队
的报价。目前翼龙队招入的几名球员，有的已经在
CBA无球可打，有的已经是队中边缘人物，正好有这样
的打球赚钱机会，他们凭借自身特长出去谋一份工作，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本月，CBA进入注册期，各队人员流动进入“冲刺阶
段”。有消息称，丁彦雨航已经和上海队完成了一年底薪
签约。按照CBA的规则，丁彦雨航此次和上海队签下的
为C类合同（常规合同），薪水为30万元。据悉，广东队
老将周鹏合同到期，由于广东队给出的新合同报价与其
预期不符，他将转到深圳队。赵睿在合同到期之后，有消
息称上海队有意通过交易得到他。不过近日多支海外联
赛球队接触了赵睿，都对他表达了一定的兴趣。在宾夕
法尼亚大学结束了4年学业的王泉泽，新赛季将代表广
州队征战CBA。

湾区翼龙队高薪“挖人”

CBA球队表达不满

距离登顶女双世界第一

张帅只需一场胜利

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
于根伟除了表示备战期内津门虎队人员状
态和体能储备都不错之外，也毫不避讳安
杜哈尔和埃德尔两名外援依然有伤在身。
对关注津门虎队的球迷们而言，后防中坚
安杜哈尔有伤无法登场，是一个十足的坏
消息，不过对球队而言，安杜哈尔不能出战
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是早就确定了的
事。一方面，最近队伍的备战，后防线都是
安杜哈尔缺席状态下的组合；另一方面，一
定给安杜哈尔足够的恢复时间，杜绝后续
再出问题的风险，也是津门虎队教练组的
共识。
安杜哈尔是在联赛首阶段倒数第2轮

比赛中，出现右腿比目鱼肌拉伤的，实际伤
情比当时第一时间的判断要复杂和严重一
些，截至目前已经治疗、恢复了4周。也是
在他受伤之后，教练组、医疗组和队友们才
知道，30岁的安杜哈尔在之前的职业生涯
中，竟然从未因受伤停赛过，换句话说，他
个人对自己的伤情状况、治疗恢复手段，以
及恢复时间，是毫无经验可言的。正是出
于这个原因，教练组和医疗组在安杜哈尔
的治疗、康复方案制定，以及进程跟踪方
面，都更多了一份细心和耐心，比如让安杜

哈尔了解和接受中医针灸辅助治疗，就花费
了一些时间。
主教练于根伟曾经开玩笑说过，其实俱

乐部和教练组每天都在处理问题，每天都在
做各种选择，累积的正确率越高，球队赛季末
的收获才会好。由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此
番联赛恢复主客场，津门虎队无法第一时间
回到自己的主场，包括俱乐部曾接洽过暂时
申请易地主场，但最终也出于一些考虑放弃
了。因为了解球员们想回到主场，在“自家球
迷”面前亮相的迫切心情，所以过去一段时
间，俱乐部和教练组也在不断给大家摆明利
弊、做思想工作，帮助大家心平气和地接受到
“第三方场地”比赛的决定，树立克服困难打
好比赛的信心，同时竭尽全力做好在海口参
赛的综合保障。
虽然是“第三方场地”，但是与之前的赛

会制比赛不同，津门虎俱乐部方面，也要参
与和承担部分主场办赛事宜。目前，俱乐部
已经派出专门的管理层驻扎海口，接洽和落
实相关事宜。将这段时间的工作作为过渡，
为不远的将来球队真正回到自己的主场作
准备——这个想法和共识，是津门虎俱乐部
和球队在海口安心工作、全力征战的基础。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今天20:00，天津津门虎队将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中，暂时使用海口
的“第三方场地”，在观澜湖足球训练基地，主场迎战上赛季联赛与足协杯赛的“双
冠王”山东泰山队。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
说：“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以向对手学习、通过比赛寻找自身差距的态度，面对这

场比赛，同时我们也要用积极、主动的踢球方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战对手。非常

期待这场比赛能打得精彩、有好的结果。”7月12日，津门虎队战胜沧州雄狮队结束联

赛首阶段征程，时隔20多天，球队带着之前在中超球队中排名第9的成绩再启程，又
有了新的伙伴、新的境况与新的期许。

“你好天津，我是梅里达！”

昨天下午，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官方宣

布，西班牙球员梅里达正式加盟。与以往

的球员加盟官宣不同，除了公告、定妆照之

外，俱乐部在官方自媒体上，还连续发布了

梅里达足球职业生涯集锦，以及一段他本

人两分多钟的自述，那句中文开场白“你好

天津，我是梅里达”，很多观者都表示，一下

子就有了特别强的代入感。

昨天，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对外发布了与山东泰山队之战的赛前海报，“新征途”主题

之外，还加入了“致敬、掰腕”的内容，这也体现了津门虎队面对中超传统强队、上赛季双

冠“霸主”的态度。在刚刚过去的联赛间歇期，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多次对内和对外

表达过“我们不惧怕任何对手”，客观上讲，从去年艰苦保级走过来，今年作为调整年，夯

实人员班底、确立战术打法、修复整体信心，是津门虎队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与任务。

欠薪和股改 中国职业足球难过的“坎”

“我是一名中场球员，位置可以靠前，
也可以靠后，我喜欢和队友们进行配合，创
造出机会。我以前在欧洲很多俱乐部踢过
球，还去过巴西，这些经历能帮助我更快地
融入球队。我感觉中国足球正在努力发
展，我希望尽快了解中国足球的风格，为球
队作出贡献。欧洲联赛5月结束，之后我有
一段时间没有系统训练，现在，我正在努力
恢复到最佳状态。从我来到天津的第一次
训练，球迷们对我就非常热情，我想对他们
说，我会全力以赴，用好的表现来回报大家
对我的支持……”梅里达用这样一番话，作
为加入津门虎队的告白，也给津门虎俱乐
部围绕着他历时近3个月的引进工作，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作为津门虎俱乐部本赛季人员引进计

划的重要一环，确定引进之前效力于西甲
西班牙人俱乐部的梅里达，基本就是在今
年5月西甲联赛刚刚结束后的第一时间。
虽然之后合同的商谈、一系列入境手续的
办理，以及来到中国后的隔离、加入球队后
的融入，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好在一
切顺利。梅里达属于偏内向的性格，不过
一方面津门虎队中有同样来自西班
牙的后卫安杜哈尔，以及体能康复
教练哈维尔，另外几名外援与
他相处也十分融洽；另一方面，
俱乐部、球队对他的训练、生活
都非常关照，在队中，他也用自
己的表现，赢得了教练、队友们
的信任，因此在津门虎队开启
新征程之际，梅里达对自己的
登场，也充满了期待。
另外关于昨天的官宣，还有

一个细节，在拍摄、制作梅里达
那段视频告白的过程中，俱乐部
相关工作人员特别与他进行了
沟通，选择了一首他个人非常喜欢的西
班牙语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这也体现
了津门虎俱乐部和天津人对梅里达的重
视与关爱，令他非常的惊喜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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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重燃
战火，进行了第11轮的比赛。受高温等因素
影响，多场比赛并不精彩，中超各队还需要尽
快寻找到比赛状态。

上海申花队堪称是本轮运气最差的球队，
他们在大连迎战长春亚泰队。比赛前20分钟，
上海申花队一次进球被吹罚无效，获得的点球
良机也被取消。随后，艾迪在短时间内连续吃
到了两张黄牌，被主裁判马宁罚下。下半时，
替补登场的杨泽翔飞踹对方球员，直接吃到了
红牌，上海申花队面临着少两人作战的局面。

好在上海申花队的防守比较稳固，长春
亚泰队虽然占尽优势，但始终无法破门，最终
两队0：0握手言和。长春亚泰队此役控球率
高达71.1%，创造了球队十年来中超单场控
球率最高的纪录。

成都蓉城队和河北队的比赛，同样是一
边倒的比赛。面对着全华班出战的河北队，
成都蓉城队很快就占据了比赛主动。比赛进
行到第77分钟，外援前锋费利佩小角度抽射
破门，打入了自己的中超首球。最终，成都蓉
城队1：0击败对手。

另外一场比赛中，深圳队遭遇了浙江
队。上半时，两队均无法进球。不过随着比
赛的进行，三外援出战的浙江队还是逐渐占
据上风。第53分钟，高迪门前补射破门，帮助
浙江队取得领先。士气大振的浙江队随后继
续猛攻，第64分钟依然是高迪禁区内的射门
得手。比赛最后阶段，深圳队王永珀吃到红
牌被罚下。最终，浙江队2：0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