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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次轮47分大胜波黑队

今战美国队 中国女篮期待“突破”

津门虎队为密集赛程做准备

首轮出场20分钟贡献13分15篮板2盖
帽，次轮出战18分36秒拿下18分8篮板2盖
帽1抢断。归队时间晚、尚处于磨合中的韩
旭，两场小组赛“小试牛刀”。韩旭感谢教练
和队友的鼓励、支持和信任，带着团队的凝聚
力上场，更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正如她赛后
在社交媒体上所言：“所行不负征程，每一步
都拼尽全力。”
首战过后，韩旭便迅速收拾喜悦的心

情，投入到对阵波黑队的准备中。对于同在
WNBA赛场征战的琼斯，韩旭一直非常关
注。“我们对琼斯的防守非常好，准备非常
充足细致。”接连两场奉献精彩表现，韩旭
说得最多的是感谢。“感谢教练，给了我很
多鼓励，让我相信自己。感谢队友们，她们
总是照顾我的低位。我们做了充足准备，
打得很棒！”
4年前的世界杯小组赛对阵美国队，彼

时未满19岁的韩旭砍下20分，一战成名，也
因此获得了WNBA球队抛来的橄榄枝。如
今，经过在WNBA赛场的历练，韩旭已经成
长为中国队的篮下“大闸”。即将再度面对劲
旅美国队，韩旭自然被寄予厚望。“这肯定会
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但我们会做好准备，
打出自己的特点，展示我们的能力。”

本报记者 苏娅辉

面对首次交手的“神秘之师”波黑队，中
国队只在比赛伊始的“试探”中给了对手一丝
展现的机会。在逐渐摸清对手的套路后，准
备充分的中国队开始接管比赛。98：51，又是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昨天在悉尼进行的
2022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迎来两
连胜。全队12人全部登场，10人均有得分，
其中5人得分上双。中国队全场31次助攻，
再次诠释了团队篮球的魅力。
正如中国队主教练郑薇赛前所说，要针

对性盯防波黑队的重点球员。本场比赛，中
国队很好地限制了波黑队的进攻核心——效
力于WNBA康涅狄格太阳队的琼克尔·琼
斯，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李月汝和韩旭均
不与琼斯直接对位，而是由黄思静和潘臻琦
进行顶防，再由中锋补位。这样的战术部署
极大地消耗了琼斯的体力，她除了在首节得
到11分外，之后再无亮眼表现。归化球员琼
斯是波黑队的绝对核心，2021欧锦赛和之前
世预赛她场均分别可以得到全队最高的24.3
分、16.8篮板和25.5分、14篮板。本场比赛，
琼斯在中国队的重点限制下，只得到17分9
篮板，出场正负值-17。
数据显示，中国队篮板球 47：31、助攻

31：11、抢断 11：4、失误 4：15，投篮命中率
53.33%：32.79%。全队配合默契，进攻流畅，
防守端战术性强。5人得分上双，韩旭18分8
篮板2盖帽、李梦17分3助攻、李月汝13分9
篮板、武桐桐和杨力维各得12分。主教练郑
薇强调，球队打得越来越好，但还没有到最好
的状态，通过比赛查找自身问题。本场比赛
可以看出，中国队把握得分机会的能力还有
待加强，比赛中数次出现面对空篮未投进的
情况。
对于中国队来说，真正的考验将是第3

轮——今天12：30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目
前，中国队两战全胜净胜110分位列A组头
名。同样是两连胜的美国队净胜79分居次
席。主教练郑薇表示：“美国队是世界上最好
的队伍，每支球队都期待和她们同场竞技。

相信在与她们的比赛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
西，尤其是她们给对手制造压力的能力。”女
篮世界杯迄今已举办至第19届，其中美国队
10次夺冠。在国际篮联正式比赛中，中美
女篮交手12次，其中世界杯（世锦赛）5次、

奥运会7次，中国女篮尚未品尝过胜利的滋
味。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将是一次“突破”
之旅，记住一胜难求的耻辱，豁出去重新开
始，带着连胜的豪迈，放开手脚痛痛快快拼
一把！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CBA官宣了新赛季第一
阶段联赛的赛程，共有9轮比赛，比赛时间为10月10日
至30日。受新冠疫情影响，天津男篮一行将在本周日早
早动身前往比赛地杭州。

新赛季首阶段比赛将继续以赛会制在浙江杭州进
行，揭幕战将在10日 16时拉开帷幕，对阵双方为深圳
队与山东队，首个比赛日将进行两场比赛，晚上还安排
了辽宁队对广厦队，这也是上赛季总决赛的对阵双
方。由于今年的规则是根据上赛季排名，分为4个小
组，每组5支球队，每支球队与小组内其他球队各进行3
场比赛，与其他小组的每支球队各进行两场比赛，最终
决出常规赛前12名球队进入季后赛。因此在该阶段，
天津男篮在11日的首场比赛中迎来同曦队的挑战后，
将分别对阵浙江、宁波、上海、山东、广东、新疆、北控和
深圳等队。“这个赛程对我们来说有利有弊，联盟里没
有弱队，场场都是硬仗。”领队张智涵表示，天津队今年
的目标仍然是剑指季后赛，“在这个基础上，希望还能
取得新的突破。”

球队阵容齐整后，每天都在磨合中前行，天津男篮
主教练张德贵说每场都要全力去拼，“虽然在这个阶段
的备战中对每个队都已经有所研究并进行针对性训
练，但面对联赛，我们还是要摆正位置，每场比赛都要
去拼对手，拼下一场是一场。”此前，CBA官方还公布了
季前热身赛赛程，各队将在10月6日—8日这3天中进
行20场热身赛。天津男篮分别在6日和7日迎战江苏
队和广厦队。

2022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大幕开启。中
国女排在开赛前公布了14人参赛名单，悬念
最终揭晓。对于这次巴黎奥运周期内真正意
义上的“大考”，世界各队均派出最强阵容，拿
出真正实力一决高下。身处荷兰赛区D组
的中国女排诸强环伺，姑娘们要想走得更远，
还需要打出智慧和勇气。

中国女排新出炉的14人名单依然采取
新老结合的模式，包括主攻李盈莹、王云蕗、
金烨、王艺竹，副攻袁心玥、王媛媛、杨涵玉、
高意，接应龚翔宇、陈佩妍，二传刁琳宇、丁
霞，自由人王梦洁、王唯漪。相较于出征时的
16人名单，自由人倪非凡和新锐二传郁佳睿
最终落选。

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中国女排的“重头
戏”是与日本队和巴西队的交锋。国际排联
日前在官方网站选出本届世锦赛5场最有看
点的强强对话，中日女排对决排在5场角逐
之首，话题性十足。国际排联给出的甄选理
由是，两队是同时拥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头衔的亚洲劲旅。真锅政义重拾日本队教鞭
后，这支全新的日本女排更加不好对付，在不
久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上，中国女排在拦防环
节明显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发球、进攻也难以
给对手持续施压，这也是造成落败的主要原
因。实际上，日本队的战术体系没有太大变
动，届时，中国队如果能充分利用网上优势，
全面压制对手的进攻，用发球带动拦防，最大
限度激活副攻，减少与对手的回合球，将很有
可能克敌制胜。

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中国队在面
对苦主巴西女排时逐渐除去了“心魔”，改写
了逢巴西不胜的历史。巴西队主教练吉马良
斯本赛季再次招回老将卡洛琳充实副攻线，
基西与加比构成了巴西队的进攻“双核”，全
队依旧保持着中间加压、两边拉开、辅以后攻
的进攻套路，拥有极强的火力。不过，新奥运
周期备受期待的两个年轻主攻——贝格曼和
克里斯蒂娜因个人原因退出本届世锦赛，这
也给了中国队一定的空间和机会。面对巴西

女排，中国女排需要不断强化团队作战的能
力，尤其是当李盈莹对角缺乏足够支持的时
候，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尽可能利用多点开
花，同时注重细小环节，打得聪明一点、智慧
一点。

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女排将在第2阶段
与荷兰队、意大利队交锋。东道主之一的荷
兰女排有8人拥有世锦赛参赛经验，二传迪
耶科玛和自由人斯霍特已经是第4次征战世
锦赛，主攻布伊吉斯和接应普拉克均连续出
战了2014年和2018年两届世锦赛。但中国
女排此前对阵荷兰队的战绩胜多负少，只要
姑娘们稳定心态，拿下对手不成问题。

意大利女排是本届世锦赛公认的夺冠热
门，14人参赛名单都是今年夺得世界女排联
赛总决赛冠军的原班人马。埃格努越来越稳
定，其他进攻球员也能分担她的压力，主力阵
容没有太明显的短板。届时，中国女排能否
拿出更大耐心，爆冷阻击意大利，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张璐璐

14人名单揭晓 中国女排“亮剑”世锦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在2022年
全国女排锦标赛A组第6轮的比赛中，天
津渤海银行女排以3：0战胜浙江女排，赢
得两连胜，提前晋级 8强。3局比分为
28：26、25：23和25：17。此役，两名主攻
小将陈博雅和刘美君继续上佳的表现，
全队在打逆风球和关键球上的表现有
所提升。今天 14：00，天津女排将对阵
四川女排。

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陈
博雅、刘美君，副攻李雅楠、夏思佳，二
传孟豆，接应杨艺，自由人刘立雯。之
前输过的比赛，天津队在关键分的把握
上有所欠缺。本场比赛，面对浙江队的
全力冲击，天津队的小将们也是在胶着
的局面下，顶住压力把握住关键分的机
会，攻手下手非常果断，进攻手法上也
更为多变。首局，天津队在18：12局面
下，被浙江队一路追至 24 平。关键时
刻，面对对手的针对性拦防，先是主攻
陈博雅巧妙地轻打得分，随后二传孟豆
发球直接得分，连得2分的天津队28：26
先赢一局。第2局，天津队展示出打逆
风球的实力，开局4：8落后的局面下，队
员沉着应战，一分一分地追，直至将比
分追至 22平，此后天津队 24：23 领先，
面对浙江队的多人拦网，主攻刘美君四
号位强攻拿下关键一分，天津队以25：23
赢下关键一局。这局的胜利也激发了
天津队的斗志，更是打压了浙江队的反
击势头，为球队轻松赢下第3局奠定了
基础。

本场比赛，天津队在拦防表现上还稍
有不足。尤其是第2局，浙江队的后攻给

天津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球队在拦防上
还需进一步提升。相比上一场比赛，天津
队在发球环节上继续有不俗的表现，二传
孟豆，主攻陈博雅、刘美君，接应杨艺，副
攻夏思佳的发球有效冲击了浙江队的一
传体系。比赛最后阶段，天津队也是给年

轻队员提供上场比赛锻炼的机会。第3
局23：15领先时，天津队主攻董铭霄替换
陈博雅。董铭霄也不负全队的期望，四号
位强攻得分，拿下制胜一分，帮助天津队
25：17赢下第3局。6轮比赛过后，天津队
5战3胜2负积10分。

3：0横扫浙江队 全锦赛两连胜

天津女排提前晋级8强

最近两天，在天津备战中超联赛的津门虎队，训练
强度比较大。昨天下午，津门虎队的替补阵容，与本赛
季征战中冠联赛表现不俗，已经进入总决赛的同城球
队富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赛季开始前意外骨折，经
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恢复期，刚刚痊愈的钱宇淼，也登场
参加了比赛。

近一阶段，津门虎队的训练除了围绕着打磨技战
术细节展开，力求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将自己一直追
求的“更成熟、更积极、更有控制力”再提高一步，同时
也非常注重在球员们身体状况方面，有针对性的调整
与提高。比如本赛季越踢越自信的谢维军，提高上肢
力量与对抗能力，始终是他的训练重点之一，因为作为
他这个类型的前锋，无论是想让自己更有冲击力，还是
更好地充当支点，足够的力量，都是最起码的保证。

另外，在前期大面积伤员整体康复的基础上，津门
虎队最近也通过加强对球员们日常身体状况的数据跟
踪，以及个人反馈，在训练中做好相应的归纳、总结和
调整，一方面最大限度预防备战期间的新伤病出现，另
一方面保证队员们后续能够投入高强度的比赛和密集
的赛程。

在10月上旬完成与大连人队和武汉三镇队的比
赛后，津门虎队再战中超又要等到10月底。假如按照
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的既定计划，联赛还要在本年度结
束，那么10月底到12月底最多两个月的时间内，还有
14轮比赛要进行。高度密集的赛程，包括一些球队主
场所在地日渐寒冷的天气，会考验中超所有球队的准
备与适应能力，津门虎队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非常
有意义。 本报记者 顾颖

2022年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常规赛近日在重庆
市涪陵区落下帷幕。代表杭州队出战的“四届棋后”侯
逸凡状态不减，弈出 12胜 3平 1负的战绩，贡献局分
13.5分。时隔多年，侯逸凡重返国象联赛，感到格外亲
切，“在比赛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国际象棋出现很多后
起之秀，这是很好的现象。”接下来，她将着力于备战第
19届亚运会。

侯逸凡目前国际等级分排名世界女子第一，重新站
上国象联赛舞台的她依然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披肩
的长发让她更多了一份知性。在国象联赛中，侯逸凡神
志沉静，面露世界冠军的霸气。

人如其名，侯逸凡超凡脱俗、卓尔不群，8岁成为
“大师”，先后夺得4届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赛桂冠，
被誉为“破纪录机器”。棋坛之外，她却如邻家女孩般
平和亲切，不论是面对同行、棋童还是媒体，都谦恭有
礼，始终带着随和的笑意，透着邻家女孩般的平和与
亲切。

多年来，她辗转世界各地顶尖大赛，还完成了人生的
多次重要转身——2018年，赴牛津大学攻读MPP（公共
政策硕士）；2020年7月，接过深圳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
最年轻的正教授。而即便因兼顾教职而无法专注于棋艺
训练，她依然在2021年7月的陕西全运会比赛中夺得国
际象棋女子专业组冠军。

今年，侯逸凡开始在国家队的基地集训，为第19届
亚运会做准备，“目前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我
个人对参加亚运会，争取好成绩抱有很大的期待。”侯
逸凡说。 本报记者 张璐璐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WTA500
东京站昨天展开女单 1/4 决赛争夺，张帅
7：5、6：2战胜克罗地亚名将马尔蒂奇，3次
面对对手终获首胜，成为2009年李娜之后
又一位在本站赛事晋级单打4强阶段的中
国大陆球员。这是张帅继里昂站、伯明翰
站之后，本赛季第 3 次闯入到巡回赛女
单 4强，同时第 18 次闯入WTA巡回赛女
单 4 强，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200场巡回赛
女单正赛胜利。

尽管首盘错过3个盘点丢掉发球胜盘
局，次盘又错失4个赛点丢掉发球胜赛局，
但最终胜利仍属于张帅，继2014年伯明翰
后再次挺进WTA500赛女单4强。张帅坦
言，并不擅长跟马尔蒂奇这种打法的球员比
赛，赢下这场比赛并不轻松。“很高兴能赢下
比赛，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通过比赛也能
看到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我会继续努力。”
凭借本场胜利，张帅收获 185 个积分和
42010美元奖金，即时排名升至第25位，接
近生涯最高的第23位。赛后，张帅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有些路，走下去，会很苦、很
累，但是不走会后悔！人生没有对错，唯有
选择后的坚持，不后悔，走下去，走着走着花
就开了。”

小将郑钦文6：4、7：5击败美籍华裔球员
刘婧文，继年初WTA250墨尔本站之后再次
挺进到巡回赛4强阶段，也是职业生涯迄今
最高级别的女单4强，即时排名继续刷新个
人新高升至第31位。半决赛中，郑钦文将面
对4号种子库德梅托娃。

女篮“大闸”

盼所行不负征程

WTA巡回赛东京站

两金花携手进4强

天津男篮周日出征CBA

侯逸凡向亚运会发起冲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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