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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海口边总结边减压

战河北队前 津门虎队先解决问题

“运动津城，共享健康”

市运会冰球比赛（青少年组）举行

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后，天津津门虎队主
教练于根伟第一时间，就结合比赛录像与几名
首发球员总结了进入状态过慢、失球过快的原
因，并充分听取了队员们的想法。从这时起，
球队已经进入了新一轮备战。
津门虎队昨天从济南返回海口。11月7

日19:00，他们将与目前积分榜垫底的河北队
交锋。津门虎队在两队本赛季首回合交锋中
4：3险胜，此番再相遇，必然将取胜作为目
标。实际对津门虎队而言，当务之急是做好
阶段盘整和心理调适，从近期与浙江队、山东
泰山队的两连败中总结教训，特别是做好3
场比赛4个乌龙球的技战术层面分析，并且
缓解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
对比外界众说纷纭，津门虎队内对连续

出现乌龙球的认知是统一的。除了与武汉长
江队一战中王嘉楠的乌龙球，存在长时间伤
停后重新登场，个人相对紧张，瞬间处理球失
当之外，与浙江队比赛中田依浓的乌龙球，和
与山东泰山队比赛中杨帆、安杜哈尔的乌龙
球，基本都是被对手的传中球，创造出了门前
必进的机会，即便没有乌龙球出现，也基本会

被近在咫尺的对方球员将球打进。因此，与
其说把如何杜绝再出现乌龙球作为专项问题
解决，还不如说津门虎队要反思防守体系，甚
至整个作战体系中，细节方面的漏洞和反复
出现的问题。
在大部队到济南比赛的3天时间里，王秋

明、贝里奇、埃德尔等几名伤员，以及没有进入
23人名单的几名替补队员，按照既定计划在海
口训练。队长王秋明伤势恢复比较顺利，也度
过了累积黄牌的停赛，贝里奇也已基本康复。
倒是随队出征济南的老将白岳峰，临近比赛
时，伤情反复，接下来能否出现在与河北队的
比赛中，仍有待观察。另外，与河北队之战，田
依浓和王政豪累积4张黄牌停赛。
本赛季，津门虎队还有11轮比赛要完成，对

手中有武汉三镇队、上海海港队、上海申花队、浙
江队这样排名靠前的队伍，也有被外界认为是
必须要拿下的“得分点”。从最近两轮比赛的整
体态势看，排名在津门虎队之后的队伍，有的
已经开始发力追赶，津门虎队要想在保级基础
上争取尽量好的成绩，还需要提高球队的战术
执行能力和整体稳定性。 本报记者 顾颖

中超保级球队

抢分越来越难

全新U21联赛 理想的竞赛平台

新华社发

一次常见的犯规动作，所引发的舆论
效应却让人没有料到。孙准浩和梅里达的
这次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卡塔尔世界
杯焦虑症所带来的后果，如何适度保护好
孙准浩这个中超“独苗”，的确是中超目前
所面临的问题。

鲁津之战的下半时，孙准浩在中场接球
时被梅里达撞翻。从慢镜回放来看，梅里达
的确有犯规动作，他从背后踢到了孙准浩的
支撑腿，这很容易让对方球员受伤。不过这
次犯规动作力量并不大，位置极佳的主裁判
张龙果断出示黄牌。

让梅里达没有想到的是，孙准浩的反应

却是相当激烈。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孙准浩
有机会参加即将开始的卡塔尔世界杯，如果
现在遭遇伤病，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当然，孙
准浩的愤怒更有着深层原因，韩国球星孙兴
慜刚刚遭遇左眼眼眶周围骨折，说伤病猛于
虎一点都不过分。

孙准浩是山东泰山队的核心，也是中超
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独苗”，保护好这样一
名球员的确是应该的，但如果上升到歇斯底
里的地步，恐怕就让人难以理解了。王大雷
用手戳向梅里达的那一幕，已经突破了比赛
的层面。任何时候，无球状态下去攻击对手，
都是要受到严惩的。

山东泰山队主帅郝伟赛后的话非常
有人情味，“职业球员都非常不容易，希望
他们在场上不要受到伤害。”所有人都期
待，孙准浩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出战卡塔尔
世界杯，如何适度保护好这个中超“独
苗”，的确是场上执法者的任务。不过从对
手的角度出发，各队都希望能够限制住孙
准浩的发挥，不惜采取杀伤战术，这本身
也属正常。

距离卡塔尔世界杯越来越近，目前已
经有很多球员受伤告别世界杯。对于孙准
浩来说，目前健康是第一位的。

本报记者 申炜

如何保护好中超“独苗”

正在福建漳州欢乐岛国际足球训练基地进行的
2022中国足协U21联赛，截止到4日已踢完4轮比赛，赛
事呈现出面貌新、赛风正、锻炼价值高的特点。

本届赛事有很多创新之举，比如每场比赛都通过央
视频、腾讯等网络平台全程直播，改变了低级别联赛缺少
关注的窘况；各队拥有专属的训练场，中甲、中乙的赛事
都难以如此；比赛规程和中超联赛要求一致，为的是让队
员提前感受中超氛围……赛事面貌和机制焕然一新。

受特殊情况影响，各职业俱乐部U21梯队的比赛非
常少，据了解，最多者全年也不过踢十来场比赛；最少者
去年仅踢了四五场，今年比赛记录为零。记者先后走访
了广州队、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南京城市等队的教练组，
对于“嗷嗷待哺”的U21队伍而言，很珍惜这次锻炼提高
的宝贵机会。

赛事来之不易，而且青年队员向俱乐部一线队过渡
阶段需要严格要求和正向引导，所以本届赛事把严抓赛
风赛纪作为头等大事。青岛海牛队3:0战胜成都蓉城队
的比赛，后者教练组成员因不满裁判判罚被黄牌警告，裁
判员对教练员情绪激动零容忍。山东泰山队4:1战胜广
州队的比赛，主裁判时刻提醒有稍大动作的队员：“我知
道你想干什么，再这样就罚你了。”正是得益于良好的赛
风赛纪，使得比赛流畅度较高，根据记者观察，比赛净打
时间远高于中超，部分场次能达到60分钟以上。

U23国足前锋方昊继迪拜杯上演“大四喜”之后，又
在关键之战里独中四元，帮助山东泰山队保留了出线希
望。像方昊这样在一线队暂时打不上主力的队员，通过
U21联赛锻炼提高，保持较高竞技状态是非常必要的。
刚刚结束欧洲拉练的U21国足主帅成耀东表示：“有这
样一项正规的、竞赛质量有保证的比赛肯定是好事。从
我工作角度来说，肯定会关注这些球员，尤其是有潜质的
年轻球员。”

记者 赵睿（本报漳州11月4日电）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皮克通过个人社交媒
体宣布了即将退役的决定，本周末对阵阿尔梅
里亚的比赛，将是他巴萨生涯的最后一战。皮
克一直都是巴萨球迷的偶像，但最近却成为批
评的焦点。那么，皮克为何选择退役呢？

皮克9岁进入拉玛西亚青训，16岁转会
去了曼联。等到瓜迪奥拉上任之后，皮克重
新回到巴萨，经历了最辉煌的“梦三”时代。
巴萨球迷对于皮克的喜爱甚至要超过梅西，
因为皮克的外祖父担任巴萨的副主席，被认
为是根红苗正的嫡系。

时间才是一名球员最大的敌人。本赛
季，皮克已经沦为了第5中卫，本赛季前4场
比赛他一分钟出场机会都没捞到。等到队友
们纷纷倒下，皮克获得表现机会的时候，在对
阵国米的比赛中却上演了眼神防守的一幕。
随后，部分巴萨球迷终于对他发出了嘘声，这
或许是促使他退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场外，皮克负面新闻也不少。例如他
的公司运作了西班牙超级杯在西亚进行，让
皮克遭遇了西班牙球迷的抵制。此外，他的
婚姻也备受外界关注。当然，梅西离开巴萨，
也和皮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这个传
言是否真实，都让皮克的形象大打折扣。

西班牙媒体对于皮克的评价分为两极，
喜欢他的人很多，但认为他虚伪的也大有人
在。皮克曾经说过，“如果需要进行革命，那
么我可以第一个走人。”当媒体一遍遍放着他
说过的这段话，皮克最终履行了诺言，这是被
逼无奈后的主动出击。

皮克退役，最大的赢家是巴萨俱乐部。
皮克和巴萨的合同还有一年半，他主动放弃
了剩余一年半的薪水，大约3000万欧元。最
终，皮克以体面的方式离开了巴萨，他也并非
毫无收获，可以避免让自己的声誉继续受
损。对于他而言，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10年前，瓜迪奥拉离开巴萨时，曾这样
点评皮克：“他是一名有特权的球员，他可以
选择何时离开。”的确，皮克最终决定了自己
的命运，他依然是那个从不认输的人。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第
23轮继续进行。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中，尽
管广州队和武汉长江队拼尽全力，但最终都
只拿到平局，保级形势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目前排名倒数第二位的广州队，本轮
对阵沧州雄狮队，急需取胜完成保级目
标。比赛开始后，沧州雄狮队依靠奥斯卡
和奥乌苏的进球，取得两球领先优势。不
过，广州队随后突然爆发，杨立瑜梅开二
度，蔡明民也取得进球，居然 3：2 反超比
分。沧州雄狮队随后又打入 1球，最终两
队3：3握手言和。

对于广州队来说，一场平局是远远不解
渴的。这场比赛之后，广州队已经连续10轮
比赛不胜了，最近9场比赛仅仅拿到3分，依
然深陷“泥潭”。在缺少强力外援助阵之后，
广州队尽管偶有闪光的表现，但依然暴露出
了攻守两端的问题，保级前景并不被看好。

另外一场事关保级的比赛中，武汉长江
队主场0：0战平了梅州客家队，同样只拿到
了一个平局。积分榜上，武汉长江队目前距
离降级区只有3分的优势，下轮比赛和广州
城队的较量，将成为两队这个赛季最关键的
一场比赛。

上海海港队在主场2：1击败了大连人
队，武磊打入了本队首球，他在6场中超比赛
中已经打入7球，效率相当惊人。北京国安
队2：1战胜了河南嵩山龙门队。

新赛季联赛延期进行

天津女排卫冕难度悄然升级
在各支参赛球队如火如荼地备战新赛季

女排超级联赛之时，中国排协于3日晚发布
紧急通知，根据江门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原定
于11月10日至11月17日在广东江门举行的
A组比赛将延期至12月4日至12月10日补
赛。由此，A组中包括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在
内的7支球队的备战节奏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各队外援充足且增加了阵容磨合时间的情
况下，天津女排卫冕难度也悄然升级。
本届女排联赛A组球队包括天津、辽宁、

山东、深圳、浙江、四川和北京7支队伍，她们将
不会参加下周开赛的排超联赛第一阶段第一
站的比赛。B组的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云
南、河南、河北石家庄7支球队将按照计划，如
期在江苏常州体育馆进行第一阶段首站比赛。
今年的排超联赛尝试对各队外援不限人

数、位置和上场人数。这样的调整势必引发
排超联赛格局的新变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的两极分化局面不可避免，也使得冠军最终
花落谁家更具悬念。如今，江门赛区比赛的

延期，虽然打乱了A组球队的备战节奏，但也
给了各队更加充足的阵容磨合时间，特别是
对于引援较多的球队来说，有了更多技战术
配合和演练时间，从而在比赛中实现突破，这
也让天津女排卫冕之路更具挑战。
两大豪门北京女排和深圳女排就是通过

大规模引援，实力突飞猛进。北京女排引进
了古巴接应卡萨诺瓦、保加利亚副攻鲁塞娃
和塞尔维亚主攻拉佐维奇3名外援，与王云
蕗、臧倩倩组成的阵容具备了冲击金牌的实
力，这也是北京队本赛季的新目标。深圳女
排更是一口气招入6名外援，其中有3人来自
塞尔维亚，包括二传雅克西奇、主攻科莉苏拉
和自由人米罗杰维奇，再加上薛翼枝等内援，
将很有可能成为本届排超联赛中的“黑马”。
老牌劲旅上海女排引进了墨西哥主攻布

里西奥，她的名气虽然没有金软景、拉尔森
大，但调整攻能力突出，加上许晓婷等人经过
去年联赛的磨炼后，球队整体实力有所增
强。山东女排自主帅安家杰上任后，进行了

多方面的调整和改善，此番引进古巴接应克
莱格尔和保加利亚主攻拉巴德捷耶娃两名外
援，补齐了强攻不强和后排保障不稳的弱
点。如此一来，没有引援的苏、浙、闽、辽等队
将很难在联赛中与强队抗衡。往年被津津乐
道的津苏会师决赛的场景大概率不会重现，
缺少张常宁等主力的江苏女排提出新赛季的
目标只是保级。
相较于上赛季，天津女排今年的阵容变

化不大，只续约了巴尔加斯一名外援，其他位
置的主力球员包括国手王媛媛、李盈莹和王
艺竹，以及主力二传姚迪等，在新形势下呈现
“球队实力敌长我消”的局面。天津女排在第
一阶段分站赛的对手中，除了浙江和四川两
队实力稍弱外，山东队、深圳队和北京队均有
强力外援，辽宁队是老牌劲旅。各队在经历
更长时间的磨合后，实力势必大增。因此，天
津女排开局就将遭遇苦战，全队若想实现最
终的卫冕目标，还要迎接更多的困难，打好更
多的硬仗。 本报记者 张璐璐

2022年利物浦体操世锦赛是巴黎奥运
会首场资格赛，中国队的首要目标就是奥运
资格，同时还提出了男团力争金牌、女团力
争奖牌的更高目标。由于明年亚运会和世
锦赛在时间上有所重叠，中国队若能在今年
世锦赛锁定奥运资格，明年就能组建两支队
伍，实现考察锻炼新人的目的。然而，现实
却出现了偏差，男队完美实现目标，而女队
仅获得第6名。
据悉，中国队在出征之前进行了两次世

锦赛选拔测验，部分队员做出了一些“优质
套”。中国队早在10月中旬就前往法国进
行适应，目的是雕琢技术细节，提高成套动
作的熟练性和稳定性，以提升整体竞技状
态。然而，从女团资格赛到决赛，中国姑娘
失误连连。早在东京奥运会时，业内教练就
曾说过，“如果难度动作上不去，在现在的规
则下，都没有能力去跟人家比，因为起评分
就比人家低。”
本届世锦赛，中国女队在实力本就稍弱

的自由操和跳马中，整体难度依然偏低，而且
完成质量一般，均排名垫底。这两项都对腿
部力量要求较高，多年来中国女队一直饱受
“腿软”的困扰，阻碍了队伍向着更高峰迈
进。在相对的强项高低杠和平衡木上，又接
连出现失误。强项失误，弱项无突破，这样的
表现之下排名女团第6，未能获得巴黎奥运
资格也就不难理解了。体操项目对女选手的
要求极其严苛，身体发育是很多选手运动生

涯的分水岭。一旦进入发育期，无法有效控
制身材的话，运动生涯基本也就接近终点
了。这种情况下，队伍的更新换代会更快。
而一旦没有培养出可用新人的话，队伍的断
层也就在所难免了。
男团决赛中，孙炜虽然在鞍马项目上“掉

马”，但其动作质量高，并没有造成太大影
响。队伍的心态非常好，所有人都有着“之后
可以追回来”的信念，做到了将失误的影响降
到最低。随后中国队的发挥渐入佳境，并把

握住了优势项目。而劲敌日本队则接连失
误，失去了竞争力。以稳为主的中国队，在
最后的自由操中，为有伤在身的孙炜降低
了难度。据中国队教练王国庆介绍，这就
是中国男队巴黎奥运会的主要阵容，但还
不是最强阵容，未来可能还会再充实一
些。“从策略上，针对新周期的‘5+4+3’，我
们在计划上、人员上，证明思路是对的，相
信明年会更好。”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全国乒乓球锦标赛3日在湖
北黄石开赛，近8个月未参赛的许昕重返赛场，帮助上海
队赢得开门红。作为亚乒联副主席，许昕希望未来给球
员提供更多比赛机会。
许昕上次参赛还是今年3月的WTT新加坡大满贯

赛，他在16强赛中不敌德国球员弗朗西斯卡。此番重返
赛场，许昕报名了男团和男双两项比赛。男团首轮，许昕
作为上海队第三单打以3：0战胜广西小将谢昀熹，帮助
上海队锁定胜局。作为直板打法的代表，许昕希望有更
多直板选手参与竞技性比赛，直板球员兼顾正手的同时
也要加强反手，这是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如今的许昕多了个新身份——亚乒联副主席，这也让

他从更高层面考虑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他表示，亚洲乒坛
整体实力很强，未来希望给球员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
办、天津市体育局承办、天津市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及天津市南开区体育局共同协办的“天津市第十五届运
动会冰球比赛（青少年组）”在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滑冰
馆举行。
我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建

设“体育强市”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对全市各区运动员
的一次大检阅。为传承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优秀成果，
大力推广天津市冬季冰上运动项目的发展，此次天津市
第十五届运动会首次增设了冰球项目。本届市运会冰球
比赛共设有4个组别，分别是U8、U10、U12、U14，共有8
个区的26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昂扬少年志，冰雪耀津城”。为确保赛事顺利开展，

天津冬水中心本着“高质量、精简约、倡廉洁、创文明”的
办赛理念，不仅严格落实市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还对赛
事的组织工作做了充分准备，细化赛程规定，对运动员的
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强化赛风赛纪。各领队及裁判
技术官员也纷纷向本次市运会冰球比赛（青少年组）竞委
会递交《赛风赛纪责任书》，严守比赛的“公平公正”。

中国体操：男队实现目标 女队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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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退役

他都选择主动出击

乒坛老将多重身份重返赛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