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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文化和遗产基金会28日宣布，2024年巴黎
奥运会的“奥运选手中的艺术家”活动正式展开，运动员
们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展示他们艺术天赋的活动。
既是奥运会选手，又是艺术家，这是这个活动的初

衷。从2018年平昌冬奥会该活动首次举办以来，2020年
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都有很多运动员参加。
奥林匹克文化和遗产基金会负责人张秀凤说：“举办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多才多艺的奥运会选手们给
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贡献，通过他们的艺术作品，为年轻
人带来希望，给社会传递更多奥林匹克精神。”

据新华社电

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名失业球员
C·罗堪称是“流量之王”。这不，葡萄牙队
依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两粒进球，击败
了乌拉圭队，提前一轮获得出线资格。赛
后，葡萄牙队却向国际足联提交证据，要求
把首粒进球算到C·罗名下，这个新闻立刻
成了焦点。
国际足联将葡萄牙队此役的首粒进球

算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身上，的确有一些
争议。从比赛的照片来看，C·罗的头发确
实碰到了皮球，于是球迷们在社交媒体上
开玩笑，这是“发丝儿级进球”。赛后，C·
罗接受采访时确认，自己的确碰到了球，虽
然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快，但他争强好胜的
性格是改不了的。

葡萄牙队此役赢得并不轻松，虽然最终
2：0取胜，但乌拉圭队一度的反扑还是制造
了不小的威胁。C·罗此役并没有获得太多
的射门机会，但看得出他的状态正在提升。
最关键的是，C·罗用小组赛来寻找状态，葡
萄牙队还轻松获得了出线资格，不至于让球
队和C·罗都背负极大的心理压力。
第83分钟，C·罗被换下的时候，全场球迷

为他集体鼓掌，不过赛后他还是成为了焦点。
葡萄牙媒体报道称，葡萄牙队已经向国际足联
提交证据，要求把进球算到C·罗名下。都是葡
萄牙球员进球，为什么进球一定算在C·罗头
上？这一切，都源于C·罗和梅西的竞争。
本届世界杯是C·罗和梅西的最后一次参

赛，两个人的世界杯进球目前都是8粒，如果这

粒进球算作C·罗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暂时力压
梅西。此外在葡萄牙队的世界杯进球榜中，尤
西比奥目前暂时领先C·罗1球，如果可以追平
前辈，对于C·罗来说无疑是很好的鼓舞。
C·罗对于个人数据的过分在意，一度被外

界所批评，尤其是他在第二次效力曼联期间，
他的眼里只有数据而忽略了球队的整体性。
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痴迷，C·罗恐怕很难达到
如今的成就。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C·罗的眼
里只有进球，这对于葡萄牙队不算坏事。
C·罗已经轻松晋级，梅西也将在今晚迎

来决定命运的关键之战。面对着莱万领衔的
波兰队，阿根廷队只要能战胜对手，就肯定晋
级，否则就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19时，天津津门虎队将在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8轮比赛中，迎战正在为保级奋战的
广州城队。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
练于根伟说，首回合交锋负于广州城队，是津门虎队赛季
中打得最差的一场，希望两队再相逢，球队能够积极应
战，打好比赛，有好的结果。
从11月7日至26日，津门虎队已经连续在联赛、杯

赛中取得5连胜，其中联赛战胜长春亚泰队、上海申花
队、上海海港队，可谓场场硬仗。密集赛程下胜利的取
得，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近球队出现了大面积伤病，
特别是多名主力球员受伤，给队伍的排兵布阵带来了困
难。预计今天津门虎队的出场阵容，会让球迷们感觉和
自己预想的存在较大出入。昨天，津门虎队除了利用赛
前最后一练，做好有针对性的战术布置，教练组和医疗
组对伤员们的伤情和恢复进度，做了系统梳理和会商。
作为一名从来不愿意刻意讲困难的主教练，于根伟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伤病、停赛都是每支球队必须
要面对的，我们球队的训练质量非常好，我相信，即便是
队中比赛少的球员，他们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应对比
赛也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渴望出战。”据了解，鉴于球队目
前的实际人员状况，再加上与广州城队比赛和上一场与
海港队比赛只间隔3天，最近几天津门虎队的训练基本
围绕着身体恢复展开。
由于广州城队上一轮比赛也在海口进行，且比津门

虎队早一天，因此津门虎队和海港队的比赛，广州城队主
教练李玮锋也和教练组一起在现场观战，目前仍然身在
降级区的他们，剩下的7轮联赛，几乎每场都是生死战。
对于这样的对手，于根伟说：“两支球队相互熟悉，上一次
碰面，我们队的强度没有展现出来，中后场无谓的失误太
多，也使得进攻端效率不高，那是我们本赛季踢得最差的
一场比赛，在这种背景下，我相信我们的队员，已经做好
了迎战困难的准备。”
昨天，津门虎俱乐部官方发布了主题为“风骨”的赛

前海报，表达了球队能够继续在比赛中展现天津足球风
骨的愿望。

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第三站开赛

天津女排胜广东队迎开门红

“奥运选手中的艺术家”活动展开

虽然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昨天直落3局战
胜广东女排，但主教练王宝泉赛后对球队的
表现并不满意，他认为球队此役总体水平发
挥得一般，“球队本场比赛的自身失误偏多，
发球、进攻、拦网环节应该能表现得更好一
些，防守表现还是有差距。随着对手的实力
越来越强，球队还需提升状态，多做应对困难
的准备，全力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本场比赛，天津队有意将李雅楠、杨艺、

刘美君、孟子旋、孟豆、王艺竹等多名替补队
员派上场。对此，王宝泉表示：“换上多名替
补队员出战，主要是让她们适应场馆环境和
比赛节奏，保持好比赛心态，每名队员都要做
好随时出场的准备。”王宝泉认为天津队下一

个对手福建队整体实力比较强，技术比较全
面，进攻速度快，防守也比较好，“与福建队的
比赛，我们首先要能跟上对手的速度和节奏，
同时要在进攻、拦网上把自身的技术特点和
优势展现出来，发球要全力地去冲击对手。”
王宝泉认为天津队本站比赛最后两个对

手上海队和江苏队都具备很强的实力，球队
还需进一步提升状态。对于小将陈博雅的表
现，王宝泉表示：“因为今年陈博雅的训练比
较系统，所以近期她的进步是比较快的，通过
之前在全国锦标赛上的磨炼，她在联赛中的
进攻和一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场上的技术
发挥和心态调整都有提高。”

本报记者 梁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斯诺克苏格兰公开赛
昨天进行的延迟资格赛中，赵心童打出一杆122分和两
杆75+，以4：2淘汰威尔士球员杰克逊·佩奇，携手颜丙涛
闯进正赛。
苏格兰公开赛是本赛季斯诺克巡回赛的第6站排名

赛，也是“本土系列赛”的第2站。在正赛首日进行的延
迟资格赛中，共有8位中国选手出战。最终，8号种子赵
心童以4：2战胜佩奇，15号种子颜丙涛以4：1战胜队友
李行，二人顺利晋级正赛。加上之前已经晋级正赛的12
人，总共有14位中国选手晋级正赛64强。正赛首轮，赵
心童将迎战乔·奥康诺，颜丙涛将对阵海菲尔德。

14中国选手进苏格兰赛正赛

本报讯（记者 谢晨）巴黎奥组委近日宣布，将于12
月1日正式开放2024年巴黎奥运会第一阶段的门票预售
抽签，全球观众自当日起都可在巴黎奥组委官方购票网
站注册参与抽签，中签者可在明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购
买奥运会门票。
奥运门票销售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

售的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的个性化套票，2023年3月至5
月开放抽签的第二阶段则销售单张票。每一位注册用户
在两个阶段最多一共可购买30张奥运会门票。经过这
两轮销售，巴黎奥运会将卖出约1000万张门票，其中最
低票价24欧元（约合180元人民币）。

巴黎奥运会门票明起预售抽签

今天凌晨，卡塔尔队迎来了本届世界
杯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因为东
道主已经提前出局了。亚洲球队在短暂高
光之后，次轮比赛遭遇了不小的打击，最终
会有几支球队完成晋级，也只能等到小组
赛结束之后才知道答案。
首轮比赛，参赛的6支亚洲球队，取

得了 2胜 1平 3负的战绩。要知道沙特
阿拉伯队和日本队战胜的都是世界强
队，赢得了外界的赞誉。让人没有想到
的是，等到第二轮比赛，亚洲球队则整体
低迷。除了伊朗队和澳大利亚队依靠斗
志因素取胜，其他 4支亚洲球队居然全
部告负，尤其日韩两队的表现最为让人
失望。
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暴露了战术层面

的不足，他继续采取“田忌赛马”的战术，让
替补球员首发，雪藏了三笘薰和伊东纯也
这样的边路好手。最终的结果让人震惊，
哥斯达黎加队全场只有一脚射正，就拿走
了3分。如果日本队赢下这场比赛，他们
现在已经在西班牙队和德国队所在的小组
中提前出线了。
韩国队的问题，同样是主教练保罗·

本托所带来的局限性。这名教练推崇地
面传控，更是偏重于进攻层面。甚至在
当初考察球员的时候，他要求中后场球
员必须具备传球能力，而非防守能力。
于是和加纳队的比赛中，韩国队防守薄
弱的问题暴露无遗。在落后两球追平比
分后，韩国队却再次出现了致命的防守
漏洞。金珍洙和金纹奂镇守的边路，干
脆成了对方的主攻通道。
最重要的是，保罗·本托最大的问题

是缺乏变化，创意性不足。在经过对手的
重点研究后，韩国队已经没有了任何秘密
可言，实际上日本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
题。至少在教练层面，日韩都存在着不小
的软肋。
总体来看，亚洲球队的小组出线前景

总体并不乐观。有球迷对亚洲球队本轮表
现的评价是，“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一鼓作
气再而衰三而竭”。实际上，在被对手逐渐
重视和研究之后，亚洲球队仅依靠斗志是
无法继续创造奇迹的。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内
讧的新闻，本届世界杯也不例外。喀麦隆
队赶走了主力门将，导致两轮过后只有1
分，小组出线前景暗淡。对于同样传出内
讧的比利时队来说，如何处理成了关键的
转折点。
首轮比赛输给瑞士队之后，喀麦隆队

传出信息。由于与主教练里戈贝特·宋理
念不合，球队的主力门将、效力于国际米兰
的奥纳纳被排除出了球队，第二轮比赛的
门将也换成了在沙特联赛效力的埃帕西·
姆博卡。很不幸，喀麦隆队此役丢了3球，
导致最后只能迎来一场平局。
里戈贝特·宋为何与主力门将奥纳纳闹

翻？源于一次正常的业务讨论谈话。奥纳
纳在首场比赛中传球共60次，甚至还多次跑

出本方禁区，他认为自己可以增大防守面积。
不过里戈贝特·宋却认为这样做会导致防守
更加岌岌可危，希望门将可以把这个激进的风
格改掉。没想到奥纳纳直接拒绝，最终的结果
就是里戈贝特·宋大怒，直接让门将离队。
喀麦隆队的实力虽然今不如昔，但一前一

后还是拥有舒波·莫廷和奥纳纳两位大牌。结
果主教练和其中一位闹翻，直接导致了球队实
力受损。从目前的积分形势来看，没了主力门
将的喀麦隆队，怕是很难再向前走一步了。
如今同样的问题摆在比利时队面前，在

爆冷输给摩洛哥队之后，“欧洲红魔”的内部
问题也开始被外界热炒。有消息说，德布劳
内、阿扎尔以及维尔通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卢卡库只能将他们拉开。球队内部有声音认
为德布劳内之前的言论影响了士气，这位效

力于曼城的球星公开称这支比利时队太老
了，不可能夺冠。
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过往，德布劳内和

门将库尔图瓦已经多年不讲话。除此之外，
巴舒亚伊和卢卡库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融
洽，队长阿扎尔和特罗萨德之间也不曾有交
流。主帅马丁内斯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们
队内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此外，法国队也面临如何处理内讧的问

题。此前，本泽马在世界杯开幕前因伤退出法
国队。尽管外界都为本泽马感到惋惜，但法国
队更衣室却并不这么想，甚至认为球队的气氛
变得更好更轻松了。不过昨天有消息显示，本
泽马的伤势已经痊愈，按照规定他可以重返法
国队，但主帅德尚在对阵突尼斯队的赛前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本泽马不会回归。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谢晨）昨天，
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
段第3站E组首轮的比赛中，整体实力占优
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3：0战胜广东女排，
赢得球队在本站比赛中的开门红，3局比分
为25：15、25：17和25：21。此役，天津队4人
得分上双，外援接应巴尔加斯拿下全场最高
的19分，李盈莹得到全场第二高的16分，小
将陈博雅得到13分，王媛媛得到10分。今天
14时，天津女排迎战福建女排。
此役，天津队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李盈莹、

陈博雅，副攻王媛媛、张世琦，二传姚迪，接应
巴尔加斯，自由人刘立雯。在以25：15赢下
首局后，天津队开始对场上人员进行轮换，锻
炼队伍，磨合阵容，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第2局，天津队用副攻李雅楠替换张世琦出
战，后半局换上主攻杨艺和小将刘美君上场

发球。19：14领先时，二传孟豆替换姚迪出
战。随着巴尔加斯发球得分，天津队以25：17
再赢一局。第3局，副攻李雅楠和自由人孟
子旋先发出战。局末阶段，天津队用颇具攻
击性的发球有效冲击广东队的一传，频频抓
防反机会得分，随着陈博雅发球得分，天津队
以25：21赢下制胜一局，赢得球队开赛以来
的4连胜。
本场比赛，绰号“小美”的巴尔加斯在开局

阶段进攻受阻的情况下，迅速调整拿下全场最
高的19分，其中进攻得到15分，拦网得到3分，
发球得到1分。李盈莹得到16分，其中进攻得
到12分，拦网得到2分，发球得到2分。小将陈
博雅得到13分，其中进攻得到12分，发球得到
1分。此役，天津队在进攻得分上以47：30领
先，拦网得分以10：6领先，发球得分以11：0领
先，自身失误17：7，比对手多失误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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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还需提升状态”

内讧传闻来袭 喀麦隆成反面教材

C·罗的纪录源于他的好胜心

亚洲球队高开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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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 卡塔尔

再战广州城队今非昔比

津门虎队不想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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