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本赛季中超联赛前18轮比

赛，天津津门虎队已经全部完成，并

不牵扯近期需要补赛，因而球队很难

得地获得了一个以逸待劳的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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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下午，CBA公司官方发布公
告：鉴于全明星周末举办地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经赛事组
委会研判后决定，原定于10月2日至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
行的2022年CBA全明星周末将延期举行，时间将另行通知。

按最初的计划，2021—2022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3月
25日至27日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举办，由于疫情原因推
迟。8月10日，CBA官方宣布，将于10月2日至4日在青岛补
办2021—2022赛季全明星周末。青岛曾经是疫情开始之
后首批举办CBA赛事的城市之一，历史上也曾举办过两次
CBA全明星周末，软硬件设施都符合全明星赛事的要求。

但由于今年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很多大型赛事
依然无法正常举行。于是，CBA公司决定再度推迟举办
2021—2022赛季全明星周末。

目前，新赛季联赛日益临近，10月6日至8日，CBA公
司将在杭州赛区举行季前热身赛，10月10日至30日，
2022—2023赛季CBA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在杭州举
办。第一阶段将采用赛会制，共9轮比赛。常规赛第一阶
段结束后联赛将暂停，国家队重新集结备战世界杯预选
赛窗口期的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拟定于12月1日打响，
争取恢复主客场赛制。这样看来，留给举办上赛季全明
星周末的时间并不多。

面对诸强全力以赴 发挥水平力争佳绩

中国女排今日“出关”西征世锦赛
国际篮联公布最新排名

中国女篮排名第七位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今天，中国女排按照
计划将从宁波北仑启程，经上海飞往荷兰，开启
2022年女排世锦赛征程。昨天，全队在北仑基
地进行了最后一次针对性训练。虽然世锦赛
强敌环伺，年轻的中国女排姑娘们将面对诸多
困难和挑战，但主教练蔡斌表示：“中国女排将
全力以赴，发挥出自身水平，发扬好女排精神，
以顽强拼搏的作风力争佳绩。”

2022年女排世锦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23

日至10月15日在荷兰和波兰举行。作为本年
度也是巴黎奥运会前最为重要的一项女排世
界大赛，多支劲旅进行了充分备战。中国女排
目前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多位参加过
东京奥运会的球员都逐渐淡出国家队，而核心
队员朱婷和张常宁也因伤缺席本次比赛。此
番征程，全队机遇与挑战并存。蔡斌介绍：“在
前一阶段的备战训练中，中国女排主要根据在
世界女排联赛实战中所发现的不足和短板，按

照不同运动员的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
强。包括在主攻线李盈莹的对角位置，我们依
据现有主攻选手的能力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
她们的一传或进攻能力。”

备战期间，吴梦洁、王逸凡、许嘉楠参加
了女排亚洲杯赛。蔡斌很关注这些年轻选
手的表现。在他看来，这些后起之秀虽然比
较年轻，在技术能力方面还尚显稚嫩，但都
有很大潜力，通过女排亚洲杯得到了锻炼。

“现在世界女子排坛的发展潮流是要求运动
员们能够具备全面的技术能力，不能一条腿
走路。所以我们要培养年轻选手向着技术
全面的方向发展。”蔡斌说。
此番征战世锦赛，中国女排目标明确，就

是团结一心，为国争光。“队伍的整体氛围是
积极向上的，每个人都想为这个集体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我们会直面比赛中遇到的任何
困难和挑战。”蔡斌表示。

严格意义上说，前天教练、队员们各自返
家在路上，昨天才是总共4整天假期的第一
天，不过也是在昨天，俱乐部和教练组已经在
就9月20日队伍重新集结后，训练和生活的
各种事宜，做相关准备。
除了食宿、后勤等方面的安排与落实，助

理教练孙建军近两天也要专门去查看奥林匹
克中心体育场内场与外场的场地情况，为球
队后续在天津10天左右的训练、备战，提前
做好场地方面的保障。此外这个假期对教练
组而言，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球队联赛半程
的表现，做深度梳理和总结。

在和嵩山龙门队比赛进行到90分钟正
赛将近结束的时候，刚刚伤愈复出的后防中
坚安杜哈尔，曾经向场边的主教练于根伟传
递信息，表示自己踢得有些吃力了。出于后
防线稳定的考虑，教练组没有将安杜哈尔替
换下来，而是利用最后一个换人名额，用高

嘉润替换苏缘杰，在改变后防阵型的基础
上，充实后防力量，提高防守硬度，同时也减
轻一些安杜哈尔跑动的压力。最终，津门虎
队如愿坚持到最后，拿下了3分胜果，但是
上述临场细节，一般情况下却很难被外界捕
捉到。

在无法到现场为球队加油的日子里，

考虑到比赛转播的一些局限性，观战的过
程中，大家大部分时候视线只能别无选择
地“跟着球走”，而做不到随时观察一支球
队场上所有球员的状态，尤其是“无球跑
动”的情况，因此特别容易“丢失”一些作出
判断的重要信息和依据。另外在战胜嵩山
龙门队之后，谢维军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球

队每场比赛针对不同的对手，准备工作都
十分细致和具体，这种描述对外界而言，可
能也显得相对抽象。不过无论是大家看不
到的，还是感觉抽象的，恰恰是球队自我总
结的重点。

津门虎队已经完成的18场比赛，每一场
都需要对对手深度了解、研判，本方比赛目标
的制定、基本阵型选择、每个位置球员任务职
责细分，以及根据比赛场上出现的情况，做相
应预案等一系列准备。赛后的梳理与复盘，
就相应牵扯到通过实战呈现出来的比赛内
容，一方面给自己曾经的准备工作查遗补漏，
另一方面总结教练组应对不同局面，还有一
些突发状况时，处置是否得当，以及每名队员
在比赛中的发挥等。
总体而言，本赛季的津门虎队，刚刚开始

在人员组合、打法选择上，有一些自主空间，
也一直在做不同的尝试，高密度打了18场比
赛之后，有机会稍稍停下来，做一些反思与集
纳的工作，对后面16场比赛的征程，显得非
常重要。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赵博

津门虎间歇期准备“功课”梳理得失谋划未来

本报讯（记者 李蓓）2022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
于9月22日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开赛，昨天，国际篮联公布
了最新的女篮世界排名，中国女篮排在第七位。
排名在中国女篮前面的六支队伍分别是：美国、西班

牙、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和法国。除了美国队的排
名积分甩开第二名100多分之外，第二名到第十名9支球
队之间的积分差距在100分以内。中国女篮距离第六的
法国队只有不足6分的差距。

8月中旬，国际篮联曾经发布过2022世界杯参赛球
队的实力榜。在那份榜单中，中国女篮排名第二，美国女
篮第一，澳大利亚第三，日本第四，比利时第五，加拿大第
六，塞尔维亚第七，波黑第八，法国第九，韩国第十。
对比来看，中国女篮尽管世界杯排名第二，可真正的

世界排名只是第七位，在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上，中国女篮
的姑娘们还需放平心态，就像主帅郑薇说的那样，要去拼
对手，去冲对手，胜利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

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与美国、比利时、韩国、波黑、
波多黎各同分在A组，首场小组赛将于9月22日15：30
对阵老对手韩国队。接下来，将在9月23日12：30对阵
波黑，9月24日12：30对阵美国，9月26日15：30对阵波
多黎各，9月27日11：30对阵比利时。小组赛采用单循
环，每支球队进行五场比赛，根据赛制，12支球队分为A、
B两个小组，各组前四名球队晋级，随后进行1/4淘汰赛，
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

CBA全明星周末再次延期

据新华社电 15日，法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的法国
国家队人员名单，姆巴佩、格列兹曼等球星入选，上赛季
欧足联最佳球员本泽马则因伤缺阵。

法国队将在本月下旬参加两场欧国联小组赛的比
赛，其中9月22日坐镇巴黎主场迎战奥地利队，3天之后
客场对阵丹麦队。在所处的欧国联第一级别A组中，作
为世界冠军的法国队目前尴尬地排名小组垫底，最后两
场小组赛，他们需要力争胜利以避免降入第二级别。
然而对于主教练德尚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显然是将于

11月至12月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本次公布的大名单
中，上届世界杯的主力球员姆巴佩、格列兹曼等人不出意
外地入选，在俱乐部比赛中受伤的本泽马则因伤缺席。

而更令人关心的则是博格巴的情况，这位尤文图斯
中场大将上周刚刚经历了膝盖手术，能否赶上世界杯目
前仍未可知。
此外，即将年满36岁的锋线老将吉鲁由于近来在俱

乐部的优异表现重新获得德尚的青睐。同样回归的还有
登贝莱，这位效力于巴塞罗那的前锋自去年欧锦赛受伤
后首次入选国家队。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与澳大利亚、丹麦以及突尼斯同

分在D组。卫冕冠军的首场比赛将于11月22日进行，对
手是澳大利亚队。

费天王转身 传奇未老去……
就在几天前，ATP500巴塞尔站确

认费德勒将出战，那也是他今年的两项
参赛计划之一，他曾在那里10次夺冠。
更重要的是，那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网球
梦开始的地方。人们都在期待着，从拉
沃尔杯到巴塞尔赛，费德勒的网球生涯
就这样一直延续。谁都知道终有一天要
说“再见”，但都心存侥幸地希望那一天
能够晚一些，再晚一些。而该来的终究
还是来了。

他的伟大成就无比耀眼

2001年7月4日，温网第4轮，19岁
的费德勒鏖战5盘力克“草地王者”桑普
拉斯。那个1998年的温网青少年组冠
军，结束了“桑神”在全英草地俱乐部的
31连胜。在得知费德勒即将退役后，温
网官方发文：“我们是多么有幸可以见证
你的旅程，看着你成为各种意义上的冠
军。我们会想念你曾为我们增光添彩的
时刻。”
2003年休斯敦年终大师杯总决赛

上，费德勒战胜了又一位“神一般”的前
辈——阿加西。那一年的澳网，阿加西
获得生涯最后一个大满贯冠军。那一年
的温网，费德勒夺得生涯大满贯首冠。
新老“球王”的交接，悄然完成。
法网的那片红土，曾一度是费德勒

的“禁地”。直到2009年6月，他终于捧
起“火枪手杯”，实现全满贯。这一刻，也
算是弥补了当年澳网决赛鏖战5盘惜败
于纳达尔的遗憾。澳网颁奖典礼上，费
德勒曾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纳达尔在
一旁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2018年的澳网，费德勒夺得第20个
大满贯男单冠军。那一年，他已经是
36+、很多人早已退役的年纪。他不仅
用成绩，更用行动，激励着所有网球人。

3次手术让他的坚持力不从心

“再来一年！再来一年吧！”2021年
温网男单1/4决赛结束时，现场15000名
观众齐声高喊。虽然他也想，但之后的
右膝手术让他的“还想坚持”变得力不从
心。从2020年开始，他为了能够继续上
场，已经接受了3次手术，不得不长期缺
阵，两年来总共只参加了 6 项赛事。
2022年 7月11日温网结束后，他在“疫
情积分政策”下所剩的2019赛季温网
1200个亚军积分中的一半（600分）已经
被自动扣除，自1997年9月22日起连续
9058天出现在ATP排名积分榜的纪录
就此终结。
不再拥有世界排名，意味着费德勒

在巴塞尔公开赛上不得不以外卡球员身份
出战，即便夺冠拿到250个积分也无法重
回前100名行列。今后，如果他想继续参
赛，仍将有无数外卡奉上。但是，对于费德
勒来说，这些似乎并不重要了，他已无需再
用成绩证明自己。
于是，他终于确定了告别战的时间和

舞台——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伦敦
O2体育馆拉沃尔杯。费德勒、纳达尔、德
约科维奇以及穆雷将与西西帕斯、鲁德代
表欧洲队出战，对阵阿利亚西姆、弗里茨、
施瓦茨曼、德米纳尔、索克、蒂亚福组成
的世界队。据悉，正式比赛日门票在官
方渠道已售罄，而二手网站上单张VIP
门票的价格甚至被炒至 50 万美元（350
万元人民币）。
作为一生的对手和朋友，纳达尔说：

“这对我个人和世界体坛都是一个悲伤的
日子，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能与你一同拥有这么多年球场内外令人惊
叹的时刻，这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荣誉和

特权。我们未来还会有很多事情将一同完
成。”新科男单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向前辈
奉上了敬意：“一直以来，罗杰都是我的偶
像之一，感谢你为网球运动作出的贡献。”
这个9月，女子网坛传奇小威也选择了转
身。她说：“我一直仰视着你，钦佩着你。
你激励了无数的人，包括我，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罗杰，欢迎加入退役俱乐部！”

他将网球带到了另一个维度

喜欢费德勒，不仅仅是他场上优雅潇
洒的球风，更因为他的平和、从容和责任
感，让人内心富足充满安全感。早在2003
年，他就成立了费德勒基金会，通过举办慈
善表演赛、说服代言的赞助商捐款、个人物
品拍卖等募集资金，帮助未成年群体特别
是非洲地区的儿童改善教育、医疗水平
等。他还先后为海地地震、澳大利亚山火
捐款，并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
使”。他曾5度荣膺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
度最佳男运动员奖”，曾当选《时代周刊》
“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他凭借着超
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把网球带到了另一
个维度。就像ATP主席高登所说的：“罗
杰对网球的影响以及为网球所留下的财
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少有运动员能以
这种方式超越他们所属的领域。”
这么多年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费德

勒终于可以歇歇了。陪陪跟着自己奔波了
这么多年的妻子米尔卡，享受一下两对儿
女绕膝的温馨。当然，他也不会远离网
球。就像他在退役声明中的最后一句话：
“致网球，我爱你，并且永远不会离开你。”

本报记者 苏娅辉

24年职业生涯，1500多场比赛，拿到包括20个大满贯男单冠军在内的

103个ATP单打冠军，310周排名世界第一，并拥有无数让人不可思议的纪

录。这，就是网坛传奇费德勒。但即便强大至此，也终究抵不过岁月和伤

病。在2020年2月、2020年5月、2021年8月对右膝先后进行了3次手术后，41

岁的费德勒终于和时间、和自己“和解”，作出了拉沃尔杯之后退出职业网坛

的决定。“网球对我是如此慷慨，它给予我的东西已经超出我当年梦想的范

畴，现在我知道是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了。下周在伦敦举行的拉沃尔杯将是

我的最后一项ATP赛事，未来我会继续打球，但不会参加大满贯和巡回赛

了。”费德勒在社交媒体上优雅、从容、真挚地道别，令所有爱他的人泪目。

据新华社电“沦落”到欧罗巴联赛的英超豪门曼联
15日在客场以2：0击败摩尔多瓦的蒂拉斯波尔警长队，小
组赛战绩1胜1负。首轮落败的罗马也主场获胜，3：0送走
芬兰的赫尔辛基队。

上周的第一轮比拼中，主场作战的曼联0：1不敌皇家
社会，遭遇“开门黑”。蒂拉斯波尔警长队则客场3：0完胜
塞浦路斯的奥莫尼亚队。此番客场作战的曼联没有让冷
门发生，第17分钟即由桑乔接埃里克森的妙传低射破
网。此后，达洛特杀入禁区被放倒，曼联获得点球机会，
葡萄牙巨星C·罗纳尔多主罚命中，曼联在第39分钟实现
两球领先，并将此优势一直保持到终场哨响。

37岁的C·罗纳尔多将自己的俱乐部进球数刷新到699
个，不过在欧罗巴赛场，这还是葡萄牙人的第一个进球。

同日，皇家社会在2:1击退奥莫尼亚后实现两连胜，
排名E组第一。曼联和蒂拉斯波尔警长以3分位列其后。

C组中，罗马在客队队长第14分钟即被罚下场的情
况下，下半场连进三球，实现3：0的完胜。不过，主帅穆里
尼奥对球队表现并不完全满意。他表示，球队上半场的
表现让他感觉比赛一直是11人对11人。穆帅坦言，迪巴
拉第47分钟的进球缓解了他们的紧张，但更重要的是“我
认为球队下半场拿出了不同的态度”。

同组的皇家贝蒂斯3：2力克首轮击败罗马的保加利
亚球队卢多戈雷茨，贝蒂斯两战全胜领跑小组。

另外，F组的丹麦球队中日德兰5：1大胜到访的拉齐
奥。第一轮败给拉齐奥的费耶诺德6：0横扫奥地利的格
拉兹风暴体育。

欧罗巴联赛 C·罗再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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