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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练王宝泉评点天津女排外援接应

“小美”新赛季将面临更大挑战

“背景板”上演励志传奇

中国男排搭上奥运资格赛末班车

小组赛末轮一球小负卫冕冠军

中国U17女足告别世界杯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正在全力备战新赛
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对于连续两个赛季
加盟球队的外援接应巴尔加斯，天津女排主
教练王宝泉认为，相比上个赛季，绰号“小
美”的巴尔加斯新赛季将会面临更大的挑
战，“‘小美’上赛季联赛表现得非常好，本赛
季各队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肯定会对她重
点研究，她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新赛季她应
该是主打接应位置，虽然她也打过主攻，但
接应位置更适合她。”
作为上赛季女排联赛的最佳外援，巴尔

加斯在进攻、发球上展现出超强的实力，其
在联赛局均得分、局均发球得分、赛季总得
分、赛季发球总得分和进攻效率5个技术榜
上名列第一。联赛期间，王宝泉也经常在拦
网训练中给“小美”开“小灶”，通过一个赛季
的磨炼，“小美”拦网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回
到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巴尔加斯的拦网表
现也是非常出色，她表示：“王教练（王宝泉）
上赛季在拦网上给我做了很多指导，自身的

拦网实力确实有了提高，在随后的土耳其女
排超级联赛中我有不错的发挥，拦网的整体
感觉非常好。”
首日训练，球队有意降低巴尔加斯的训

练强度，主要是以恢复训练为主。对此，王
宝泉表示：“从训练看，她的身体状态是不错
的，考虑到她路途包括隔离期间，有半个月
没有系统训练，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她，近
期她还是以恢复性训练为主，之后再逐步提
升训练强度。”
在天津女排度过自己的23岁生日，让巴

尔加斯很感动，“大家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现在远离家人，能在这
里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让我很感动，特别
感谢队伍精心的准备。”对于新赛季女排联
赛，“小美”信心十足，“感觉自己的状态还可
以，见到队友很亲切，现在我会全神贯注投
入到联赛备战当中，争取为天津队贡献更大
力量。”

本报记者 梁斌

U17女足世界杯C组末轮比赛，中国队
0：1负于卫冕冠军西班牙队，小组赛1胜 2
负，无缘淘汰赛。
本场比赛中国队主要精力是防守，进攻

多采取长传打身后，避免被对手断球就地打
反击。26分钟时对手小禁区内连续两脚射
门，先被守门员刘晨封堵出来，10号卡马乔
再打击中立柱。第29分钟9号洛佩斯禁区前
沿劲射，刘晨飞身挡出，中国队经历了一波
险情。上半场比赛双方0：0战平，“小玫瑰”
们表现非常顽强。

第60分钟西班牙队6号阿尔特罗利用角
球机会破门得分。第79分钟黄嘉欣利用定位
球机会抽射破门，VAR介入后被判越位。雪上
加霜的是，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张红品累计两
黄被罚下。补时阶段，少打一人的中国队没有
放弃，高压逼抢迫使对方门将出球失误，刚刚
登场的包存欣却没能打进。最终中国队不得
不与世界杯道别，很多姑娘流下热泪。
通过3场小组赛很清楚地看到，中国队

员身体禀赋比欧美同龄球员有明显差距，注
定比赛踢得吃力。人球结合技术又不细腻，

阅读比赛能力欠缺，尖子队员在世界杯赛场
上表现不突出，这些短板叠加起来决定了很
难从小组突围，尽管她们已经非常努力了。
首战2：1击败墨西哥队，距离小组出线、创造
历史只有一步之遥，接下来的两场比赛，过
程和结果都没有打破足球内在逻辑。
然而，世界杯经历对于小姑娘们的成长

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2和2014两届
走出以唐佳丽、彭诗梦、姚伟为代表的一批
队员，她们日后成为国家队中坚，是今年女
足国家队重夺亚洲杯冠军的主力。按计划，
结束世界杯赛事后，U17女足国家队与U20
女足国家队合并，11月在青岛接受考察，为
明年进行的U20亚锦赛预赛第一阶段比赛
做准备。如今这支队伍中1号刘晨、4号黄嘉
欣、10号乔睿琪等一批队员是“潜力股”。

本报记者 赵睿

截至16日晚，2022—2023赛季CBA联
赛战罢 3 轮。这里有卫冕冠军辽宁队的
“恒强”3连胜，有上赛季亚军广厦队（现改
名浙江东阳光）遭遇大面积伤病1胜 2负，
有上赛季被意外“挤出”季后赛的新疆队
在补强阵容后来势汹汹，也有大手笔投入
的上海队开局低迷超出想象。这里还有
王岚嵚、林葳、黎伊扬等年轻球员掀起的

青春风暴……
辽宁队在休赛期遭遇波折，几位主力

代表国家队出战归队晚、张镇麟在训练中
崴脚至今无法上场，但球队凭借深厚的底
蕴依然赢得了一波 3连胜，与浙江队成为
仅有的两支不败球队。浙江东阳光队1胜
2负则是由于大面积伤病潮，胡金秋小腿骨
折，外援卡明斯首战伤到右手预计伤停 6

周，赵岩昊腰部软组织挫伤还需休养，昔日
“广厦三少”只剩下孙铭徽带伤坚持。好在
大外援凯尔·威尔哲已完成注册，将缓解球
队的用人荒。
由于广东队未能及时抵达赛场，首轮算

作“弃赛”积0分，1胜2负排名联赛倒数第
2。但以其实力而论，随着调整迎头赶上应该
不成问题。而同属“豪门”的上海队开局表现
则大失水准，拥有3外援、纸面实力排名相当
靠前，但却只赢了排名垫底的宁波队，而对阵
新疆队和浙江队两场比赛共计输了51分。
作为上赛季4强，大手笔投入旨在夺冠的上
海队，这样的表现令人惊讶。
上赛季表现不佳、本赛季开局惊艳的当

数新疆队。截至昨天下午，新疆队战罢4轮3
胜1负，暂列排名榜第二位。新疆队在休赛
期引进朱旭航，签下皮埃尔·杰克逊和法尔，
加上本土球员的成长，使得球队整体实力有
了质的飞跃。包括之前排名倒数的江苏队，
同样释放了崛起的信号，外援布莱克尼以场
均36.7分当选首周最佳球员。
本赛季让人欣喜的，还有来自赛场的青

春风暴。同曦队选秀“状元”王岚嵚、大学生
球员邬挺嘉以及18岁的新锐林葳；福建队
同样是大学生球员的黎伊扬……随着这一
张张青春面孔在赛场上逐渐多起来并且成
为主力，让我们对新赛季的CBA增加更多
的期待。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新赛季CBA有点不一样

2022年的金球奖，或许是近年来最
缺乏悬念的一次。今夏，当皇马在欧冠
跌跌撞撞捧杯之后，屡立战功的本泽马
也征服了所有人，最终拿到金球奖算是
众望所归。
2015年初，当C·罗手捧金球奖在伯

纳乌球场接受欢呼的时候，本泽马则在
一旁充当了背景板。在接受采访时，本
泽马说：“金球奖依然是我奋斗的目标，
我需要拿下更多的冠军，也许一个赛季
要进80球。”
不过很多人对于本泽马的表态一

笑了之，因为当时C·罗如日中天，一个
赛季打入51球，而本泽马只有24球。在
加盟皇马之后的6个赛季里，本泽马的
进球从未超过28个，以这样的数据怎么
可能拿到金球奖？
2018年夏天，当C·罗选择离开皇

马，关于本泽马的故事却翻开了新篇
章，他公开表示：“C·罗离开了，我应该
承担进球的责任了。”那个赛季，本泽马
打入30球，创造了加盟球队之后的进
球新高。2021—2022赛季，本泽马上演
了最高光的表现，他在各项赛事中打入
了44球，还送出了15次助攻。这样的
数据，和巅峰时期的C·罗已经不分伯
仲了。
皇马能够在上赛季拿到欧冠奖杯，

完全是本泽马的一己之力实现的。进入
淘汰赛之后，本泽马从对阵“大巴黎”的
次回合比赛开始，连续5场淘汰赛共打入
了10球。在对阵“大巴黎”、切尔西和曼
城的比赛中，皇马一共打入了14球，而本
泽马一人就参与了11球。
7年的时间，足以耗尽一个人的耐

心，但本泽马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成
为了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从当初主队
球迷的嘘声，到如今赞誉声一片，本泽
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一名球员
的成熟年龄是不一样的，他属于越来越
强的那一类。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吴易昺、郑钦文、王曦雨和老
将张帅等一众球员，本赛季在国际网坛展现了“中国力
量”。但临近赛季末，伤病潮却突然来袭，他们不得不接
连挂起“免战牌”。
赶赴墨西哥的张帅因为高原反应，出现身体不适，堪称

“劳模”的她不得不退出了WTA1000瓜达拉哈拉女单赛
事。郑钦文在与斯瓦泰克的比赛第三盘中脚踝扭伤加重，
退出WTA1000瓜达拉哈拉站比赛，提前结束2022赛季。
此前在WTA250克卢日·纳波卡站左膝缠着绷带的王曦雨
拉伤腹肌，和王欣瑜一同退出WTA125鲁昂站。
排名再创新高的吴易昺，因右臂旧伤退出ATP挑战赛

釜山CH125以及ATP挑战赛夏洛茨维尔CH80两站赛事。

本 报 讯

（记者 苏娅

辉）国际篮联
（FIBA）昨天公
布了女篮亚洲
杯实力榜，中
国队高居榜
首，澳大利亚
队排名次席。
在此前结束的2022年女篮世界杯上，中国队先后

击败比利时队、法国队、澳大利亚队等排名高于自己的
对手，一路挺进决赛获得亚军。凭借出色的表现，中国
队在11日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上升5位跃居次席，
澳大利亚队排名第3。
整体实力的完美展现，加上世界排名的提升，中国队

登顶亚洲杯实力榜可谓实至名归。日本队、韩国队、新西
兰队、中国台北队、菲律宾队、黎巴嫩队、印度队、印度尼
西亚队分列3至10位。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国际奥委会官网发布消
息称，国际排联已经向有资格参加巴黎奥运资格赛的各
排球协会发出邀请。世界排名第26位的中国男排获得
邀请，以最后一名获得奥运资格赛的参赛资格。男排奥
运资格赛将于2023年9月30日至10月8日举行。
今年的男排世锦赛，中国男排以3连败的成绩无缘

晋级16强。世锦赛结束后，中国男排的世界排名跌到第
26位。根据国际排联此前公布的巴黎奥运会排球资格
赛参赛办法，除东道主法国外，世界排名前25位的球队
有资格参加奥运资格赛。随着国际奥委会延续对俄罗
斯代表团的奥运禁赛政策，中国男排也搭上了奥运资格
赛的末班车。
根据奥运会排球资格赛的规则，24支参赛队伍将被

分成3个小组，每组8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2名，共6支
球队直接锁定奥运会参赛席位。到2024年6月，国际排
联通过世界排名确定最后5个席位。最终，6支资格赛出
线球队、5支世界排名靠前的球队，加上东道主法国队组
成巴黎奥运会男排项目的12支参赛队。虽然搭上奥运
资格赛的末班车，但从整体实力上看，中国男排想通过
奥运资格赛获得小组前2名，进而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
资格的难度很大。由于落后日本、伊朗和卡塔尔队，亚
洲排名第4，中国男排通过世界排名争取最后5个参赛席
位的机会也很小。

中国网球遭遇伤病退赛潮

中国女篮高居亚洲杯实力榜首位

过去的结婚证上有几句话写着
对一段婚姻的期待，叫做“互敬、互爱、
互信、互勉、互谅、互让”，合作关系也
常被比作婚姻关系，在合作伙伴间，这
几个“互”也是同样必要的。就比如互
信吧，不相互信任，能在一起吗？很多
当事人为了一个比较重视的案件，要聘请
好几位律师。并且这几位律师还不一定是
能团结作战的那种，这是什么情况？

有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在全城或
者全国范围内组建个“律师团”，专家一起
给“会诊”，这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但在
有的情况下，当事人聘请第二位律师，就是
为了监督第一位律师。既然不信任，那么
为什么不辞掉第一位律师呢？因为他可能
对第二位律师也不是那么完全相信，还要
用第一位律师来制衡一下第二位，没准儿
还会有第三位律师呢。用人不疑，其实这
又何必，要花高昂的律师费，实在得不偿
失。哪位律师也不愿意敷衍了事，没有哪
个律师愿意败诉，都愿意赢得一个好的口
碑。当事人也可能会担心律师把知道的自
己的秘密说出去，甚至提供给对方。律师
如果这样做了，那是违纪违法的行为。律
师在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方面，要下很大的
功夫，因为如果得不到当事人这个事主的
信任，那律师就不好放开手脚去做事，其实
受到损害的还是当事人。律师也应该对当
事人在有的时候不那么相信律师表示理
解，谁处在烦恼的纠纷之中，心态也好不到
哪里去。而一个律师不完全被他的当事人
相信，那一定还是他能力不足，或者态度上

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既然谈“互信”，不少律师对自己的当

事人也可能有不相信的地方。当然，律师的
职责和使命，本来就不应该完全信任自己的
当事人。律师对当事人可能最大的不信
任，就是当事人是不是向律师如实地陈述
了案情。很多律师在开庭的时候手忙脚
乱，造成这种被动局面，就是因为当事人向
律师介绍了不真实的情况，至少隐去了有
关的事实，法律的事实和客观事实，律师都
要了解。律师被动还在其次，案件获得一
个相反的结果，那可就更加糟糕了。

当事人有可能是自作聪明，他对律师
隐去的也有可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事实，还
是要跟律师如实陈述案情。一个有经验的
律师是不应该出现上述情况的，律师面对
自己的当事人也要怀疑一切，穷尽所有的
问题，以便让案情真相水落石出。当事人
可能也会对这种体验有反感之处，就像一
个患者面对医生的盘问，可能会想，你只管
治好我的病就是了，你不要问我前一天晚
上吃了什么。病人当然不知道前一天晚上
吃了什么这件事，可能和医生的诊疗行为之
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互信”的重要，敢于
不信任地问你为什么不信任我的信任，这可
能才是更高级的一种信任。

55互敬、互爱、互信、互勉

曹振镛连声说道：“荫园，不要
念了，有污你我清听。如此狷急躁
进的后生小子，岂是廊庙之器？国
家交给他们治理，还不翻了天？养
不教，父之过。龚丽正养子不教，我
们再不替他管教管教，如何得了？”

穆彰阿道：“这种人如果得志，还不
又是王叔文、王安石一类人物？管是该
管，但非亲非友，爱莫能助，如何管得了？”
曹振镛道：“让他多坐几年冷板凳，磨磨
性子，去去火气，或许狂傲之气就会少
点，也许还会成为可用之才。玉不琢不
成器，不正是这种意思？”

二人又说了一阵，穆彰阿见事已完
毕，便起身告辞。他从曹府出来，没有回
家，又往蒋攸铦家游说去了。

嘉庆己卯科会试四月十二日放榜，
龚自珍名落孙山。这意外的打击，使他
在丞相胡同的寓所里足足躺了三天。三
天来，他茶不思，饭不想，只是望着屋顶
出神。不是愧疚，而是困惑。他百思难
解，自己何以有如此惨败。场中三篇文
章，这几天他反反复复回忆了无数遍，自
忖虽非字字珠玉，但和许多名家的场中
之作相比，毫无逊色之处；五言八韵的试
帖诗，造意、构篇、声韵、辞采，并无不妥之
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

事已至此，追悔无益。他
忽然想起来京前父亲反复交代
的“多拜客，少说话”的话来。
佛后烧香，尽管于事已无多大
意义，但总比不烧为好。他决

定先去拜访礼部主事刘逢禄。刘逢禄这一
科虽然没有担任考差，但毕竟在礼部任职，
对会试内情大概会了解一二。听他谈谈，
可能会帮助自己解开心头的疑团。

刘逢禄，江苏武进县人，是著名的今文
经学家。他是庄存与的外孙，他的表弟庄
绶甲和龚自珍是好朋友。自珍进京前，适
逢庄绶甲来上海拜访他，想请他给祖父庄
存与写篇碑文。分手时，他给刘逢禄写了
封信交给自珍，让自珍进京后持信去见
他。他还告诉自珍，他另外一个表弟宋翔
凤也在京中，有机会也可见见面，交个朋友。

中国人习惯把《春秋》三传左氏、公羊、
榖梁相提并论。到了东汉何休根据《公羊
春秋》，认为《春秋》是孔子“据乱而作，其中
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了阐明这些义
理，他写了《春秋公羊传解古》。魏晋以来，
很少有人研究。直到清代乾嘉年间，江苏
武进人庄存与著成《春秋正辞》，重新倡导起
对公羊经学的研究。他把自己研究的成果

传给了外孙刘逢禄和另一个外孙
宋翔凤。

自珍来到刘府，递了一张名
刺，一会儿便被请进刘家客厅。
这时客厅里有一个人正在饮茶，
见自珍进来，连忙离座，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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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弘是故意没去姚个奇家
吃饭的，他能想象到这个见面会是
什么样，也能想象到从前称兄道弟
的几个师兄弟，坐在一起会有什么
结果，更能预料到姚个奇当着众人
的面，向他提出什么要求。那天晚
上，他气急败坏地将徐娅晴打发走，坐在
屋子里浑身直打冷战。他不是恐惧徐
娅晴提出了离婚要求，两人本来分居很
长时间了，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提出
离婚。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两个
人不提离婚，就好像吃炸酱面没放菜码
一样。让他感觉到寒冷，是高克己那要
喷出火来的眼神儿和不容置疑的诘问，
把他逼得几乎语无伦次、无法招架。他
感觉到高克己肯定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他操起手机就给刑警队值班室打电
话。当得知高克己和小刘复查过石击
现场，他毫不犹豫地又直接将电话打到
证物室，通过视频逐一查看上交的现场
证物，镜头转到那个封在塑料袋里的触
发装置时，他不由自主地贴近屏幕看了
好久，当他确定这个东西似曾相识后，便
一屁股瘫坐在沙发里，手机顺着张开的
手滑落到地上……

李正弘清楚地记着，当年高克己推
开办公室门的样子，他认为高克己是发
现了前几期案情通报上有价值的线索，
赶回来向领导汇报。可还没等他脸上泛
起笑容，高克己就不管不顾地一通狂喷，
最后还把自己也捎进去了，非要在众目
睽睽之下，让自己证明他的话。他当时

的心像揉成一团的面那么纠结，暗地里埋怨
高克己，就在你进来之前，部、局的几级领导
刚刚确定了侦查方向，你这么一闹无异于旁
生枝节而动摇了刚才的决定。自己无论如
何也不能和领导的决定有分歧，更不能站到
对立面上去。短暂的时间里，他迅速做出决
定，不能附和高克己，哪怕他说得多么真实、
多么有价值。时隔多年以后，他也不时地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每次他都能坚定自己当时
的决定，毕竟领导也对高克己提出的线索进
行排查了，结果是查无实据。自己并没有任
何责任，而且在后来的工作中，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对专案组工作尽心尽责，受到各级
领导一致好评。如果没有这些优势，他不可
能作为预备干部培养，更不可能在和徐娅晴
相爱后获得老丈人的大力支持，这些都是与
他在专案组的表现有关联的。

但当他从视频里看到物证室里的物
证时，猛然醒悟高克己刚才对自己的态度
和质问，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办了一件错
事。那就是把高克己调到了警卫支队，原
本是想给老战友解决级别问题，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是撞到了枪口上。可谁能想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阴差阳错地冒出来这样
的事呢？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克
己坚持了这么多年的线索真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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